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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2021-031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张云龙 董事兼副总裁 

无法保证或者持异议的具体内容是：2020 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0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详细原因是：1、2020 年 1

月，北京文化原全资子公司世纪伙伴原法人、

董事长娄晓曦涉嫌挪用资金被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2020 年 12 月，北京文化被北京证监局立案

稽查，此两项立案到目前仍未结案，无法判断

该两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对公司 2020年度报告的

影响；2、全资子公司东方山水规划审批存在重

大政策风险，项目开发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无

法判断其对公司 2020 年度报告的影响。 

王艳 独立董事 

减值事项未经董事会认真讨论研究并形成决

议，内控自我评价，未经董事会认真讨论并形

成决议，对重要事项其经济活动实质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未在年度报表中体现出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褚建国 独立董事 因工作安排缺席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苏亚审

[2021]822 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京文化 股票代码 0008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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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晏晶 张琳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1 号北京文化产业园

C 楼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1 号北京文化产业园

C 楼 

传真 57807778 57807778 

电话 57807770 57807781 

电子信箱 yanj@bjc-ent.com 000802@bjc-en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影视文化业务，包含电影、电视剧网剧、艺人经纪、新媒体等业务板块。结合目前市场行业情况及公司

自身发展考虑，公司调整业务结构，集中资源以发展电影业务为主，在目前打造全产业链文化集团的大战略下，不断增强电

影的投资、制作、营销和发行能力，同时探索大数据互联网营销和平台建设。此外，公司将打造密云东方山水国际电影文旅

小镇项目，依托原有旅游景区业务及团队优势，积极向与影视业务深度结合的旅游文化方向进行尝试和拓展。 

报告期内，电影产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影片撤档、影院停业，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大幅下滑。根据国家电

影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电影总票房204.17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其中国产影片票房170.93亿元，占比83.72%。

电影生产能力潜力得到有效发挥、稀缺性和娱乐性的影片被市场青睐、线上宣发成为重阵地、短视频宣发体系不断成熟、网

络电影发展进程加快。电视剧网剧行业面临国家政策收紧、影视资本寒冬及疫情冲击等多方面影响，行业洗牌加速。根据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数据显示，2020年国产电视剧备案数量为670部，比2019年减少235部，备案剧集单剧集数持续下降；获准发

行剧目202部，比2019年减少52部，其中现实题材剧目占比71.29%。库存剧目得到部分消化；行业更加意识到“内容为王”、“用

户为王”的重要作用，；网络平台话语权继续上升。受疫情影响，剧组出现停工，演员业务量减少、片酬降低，艺人经纪行

业加快整合。同时，随着疫情防控转为常态化，以及短视频、直播等文娱新业态的兴起，行业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竞争

更为激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25,779,609.11 855,335,357.54 -50.22% 741,355,13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7,373,478.71 -2,305,834,809.46 66.72% 125,105,28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0,342,674.57 -2,281,849,336.65 65.36% 109,203,12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81,529.33 -528,199,247.16 103.50% 89,923,82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19 -3.2209 66.72% 0.1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19 -3.2209 66.72% 0.1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3% -62.09% 25.66% 2.5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4,539,096,381.47 4,577,226,290.13 -0.83% 6,472,935,97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2,944,410.29 2,499,863,271.97 -31.48% 4,887,865,5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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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77,642.85 4,470,868.61 7,432,553.22 412,698,54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35,504.69 -45,062,813.39 -52,601,209.58 -650,473,95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70,244.43 -46,713,509.07 -53,292,584.78 -669,664,08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970,217.82 -49,996,230.00 50,419,493.12 149,028,484.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0,58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58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0% 111,649,909 0   

青岛西海岸控

股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87% 77,850,919 0   

西藏金宝藏文

化传媒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9% 37,855,034 0 

质押 29,386,000 

冻结 29,386,000 

中国华力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5,794,981 0 

质押 9,666,960 

冻结 35,794,981 

新疆嘉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1% 30,831,695 0 质押 12,540,000 

郭超 境内自然人 0.37% 2,679,724 0   

北京北清中经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6% 2,610,000 0   

张兆华 境内自然人 0.36% 2,546,900 0   

西藏九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5% 2,479,154 0   

黄丹 境内自然人 0.30% 2,177,80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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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结合市场行业情况及公司自身发展考虑，公司调整业务结构，集中资源以发展电影业务为主。然而受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影视行业遭到巨大冲击，尤其是上半年全国影院暂停营业、剧组长期停工，从生产制作到发行放映，公

司电影业务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577.96万元，同比下降50.2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主营业务

收入受疫情影响及上年同期电影《流浪地球》取得较高票房收入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737.35万元，同比

增加66.72%，系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经营业绩下滑，计

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所致。面对疫情冲击和市场变化，公司及时调整各项业务策略，加强对公司人员、团队、制度和资金等

各方面的管理，聚焦核心项目，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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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影 405,799,669.07 184,892,542.28 45.56% -48.12% -67.96% 33.71% 

电视剧网剧 12,013,354.81 4,941,532.00 41.13% 364.64% -85.17% 1,785.56% 

艺人经纪 4,644,680.58 2,098,676.57 45.18% -83.07% -59.17% -32.0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并按照有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上年年末余额/元） 

2020年1月1日 

（期初余额/元） 

调整数（元） 

预收款项  311,424,893.97 194,185,796.61  -117,239,097.36  

合同负债    110,602,922.04    110,602,922.04  

其他流动负债       6,636,175.32      6,636,175.3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上年年末余额/元） 

2020年1月1日 

（期初余额/元） 

调整数（元） 

预收款项 310,477,492.38 193,238,395.02 -117,239,097.36 

合同负债  110,602,922.04 110,602,922.04 

其他流动负债  6,636,175.32 6,636,175.32 

调整情况说明：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会[2017]22号文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新收入准则

的要求，公司将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将满足合同负债核算要求的金额由

“预收款项”项目调整至“合同负债”项目列报，待转销项税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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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变动原因 

北京东方山水度假村有限公司 收购 

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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