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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枳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曾剑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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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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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025,357.95 11,729,739.38 13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51,902.22 14,304,563.63 2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369,599.88 29,018,252.03 -3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0,961,310.44 -15,186,287.15 现金净流出增加 1,61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9 0.0146 29.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9 0.0146 29.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0.54% 0.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55,103,361.38 2,645,212,770.21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7,524,494.47 1,868,972,592.25 0.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449.58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4,575.43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05 --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781.46 -- 

合计 182,302.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

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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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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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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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联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7% 106,651,376 106,651,376 质押 105,504,587 

钟君艳 境内自然人 6.17% 60,569,259 56,638,818 
质押 60,569,258 

冻结 60,569,259 

天津欢瑞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1% 57,938,783 57,938,783 质押 56,410,000 

青宥仟和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51,241,586 22,935,779 质押 51,241,586 

浙江欢瑞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 49,194,111 49,194,111 
质押 49,194,110 

冻结 49,194,111 

南京顺拓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35,741,267 30,737,490 质押 35,737,490 

弘道天华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青宥瑞禾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质押 22,935,779 

包头龙邦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21,470,583 18,464,702 质押 21,464,702 

深圳弘道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20,693,850 0 质押 10,346,92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青宥仟和 28,305,807 人民币普通股 28,305,807 

深圳弘道 20,693,850 人民币普通股 20,693,850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3,546,050 人民币普通股 13,546,050 

东海证券创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11,572,261 人民币普通股 11,572,261 

戚晴 7,823,600 人民币普通股 7,823,600 

宿迁华元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20,466 人民币普通股 6,020,466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5,936,179 人民币普通股 5,936,179 

彭前 5,5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5,000 

刘恒恒 5,3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5,800 

黄小伟 5,198,305 人民币普通股 5,198,3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欢瑞、浙江欢瑞、钟君艳以及本项未列入前 10 名股东名册里的陈援、陈平、钟金

章、钟开阳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青宥仟和、青宥瑞

禾、弘道天华、深圳弘道以及未列入前 10 名股东名册的弘道晋商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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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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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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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4,445,375.00     9,630,250.00  50.00% 系报告期期内收到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付账款    151,551,191.90   248,425,386.57  -39.00% 系报告期期内支付了联合摄制方分成款所致。 

合同负债     30,385,880.98    17,548,433.22  73.15% 系报告期期内新收到影视项目预售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65,156.45     4,168,903.64  -79.25% 系报告期期内支付计提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13,404,374.72    21,517,112.28  -37.70% 系报告期期内影视剧制作支出增加，相应增值税进项

税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31,300,458.28    48,742,238.67  -35.78% 系报告期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07,547.17       642,169.81  56.90% 系报告期期内新收到影视项目预售款对应税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0,545,221.01    26,904,662.15  50.70% 系报告期期内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1,300,000.00     2,900,000.00  634.48% 系报告期期内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8,025,357.95    11,729,739.38  138.93% 系报告期期内艺人经纪收入较大增长所致，2020年一

季度因疫情原因剧集拍摄、商务活动受到一定程度影

响，导致艺人经纪收入较低。 

税金及附加        113,887.71        45,764.99  148.85% 系报告期期内收入增加应缴流转税金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5,480,157.59     7,488,691.29  106.71% 系报告期期内收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940,770.77    -2,560,626.34  53.90% 系报告期期内银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72,618.20        49,458.85  249.01% 系报告期内增加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收益     -1,359,441.14       216,082.99  -729.13% 系报告期期内联营企业利润下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658,059.29    系报告期期内对部分影视剧项目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21,497.64     5,049,111.42  -59.96% 系报告期税前利润主要在部分享受税收优惠的法律

主体实现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961,310.44   -15,186,287.15  现金净流出增加

1618.40% 

系报告期期内拍摄项目增加以及支付联合摄制方分

成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88,280.15    80,633,819.72  现金净流出增加

141.66% 

系报告期期内对外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3,796.56    -1,168,898.15  现金净流出增加

119.33% 

系报告期期内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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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对欢瑞影视

就履行《电视剧〈封神之天启〉联合投资摄制合同书》产生的纠

纷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金额为14,678万元。欢瑞

影视于2020年8月19日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申请，金

额为14,372万元。现该案处于一审审理阶段。 

2020年08月26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2020年08月28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2020年半年度报告》 

2020年3月16日、6月30日、9月11日本公司分别收到重庆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送达的13个、4个和10个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

诉讼材料，27名原告以本公司虚假陈述导致其投资损失为由，向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金额共计2452万元。已于2020

年度确认预计负债2452万元。现该案处于一审审理阶段。 

2020年04月30日 第1批13个案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2019 年

年度报告》  

2020年08月28日 第1批13个案件和第2批4个案件，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2020年半年度报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注：年报审计师在《关于欢瑞影视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8-249号）中表示：鉴于对

欢瑞影视2018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8-250号），我们无法确定欢瑞影视2018年度业绩承

诺的完成情况。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天运[2020]审字第90452号）。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天运[2021]审字第90448号）。 

鉴于导致上述保留意见的事项可能致使欢瑞影视2018年已实现利润、2016年-2018年累计已实现利润与业绩承诺目标存

在差异，公司已制定相关措施争取尽快消除该事项的不确定性，拟待该事项的不确定性消除后对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进行最

终确认。 

五、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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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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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预计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电视剧《吉祥纹莲花楼》 10,000.00  0.00 0.00 0.00% 2018 年 12 月 0.00 尚未开机 否 

电视剧《江山永乐》 25,000.00 0.00 24,519.99 98.08% 2019 年 12 月 0.00 送审修改 否 

电视剧《南风知我意》 6,000.00  4,089.46 4,917.70 81.96% 2020 年 12 月 0.00 后期制作 否 

电视剧《迷局破之深潜》 4,000.00 0.00 4,000.00 100.00% 2020 年 12 月 
0.00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否 

合  计  45,000.00 4,089.46 33,437.69 74.3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由于最近几年影视行业一直处于规范调整期，播出环境及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导致公司对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制作影视剧

项目较为审慎，因此出现募投项目进展缓慢、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不尽一致的情形。 

电视剧《江山永乐》因后期制作难度大，申请发行许可证的时间晚于预期。 

电视剧《迷局破之深潜》因疫情原因拍摄进度及申请发行许可证的时间都晚于预期。 

电视剧《南风知我意》由于疫情原因开机推迟，已于 2020年 11 月开机，于 2021 年 2 月杀青。 

电视剧《吉祥纹莲花楼》剧本改编第一稿已完成，正在进行第二稿的修订。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59,618,995.01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东阳

支行、浙商银行金华分行、民生银行广安门支行期末余额中分别被冻结 240,763.16 元、102,443,320.27 元、104,971.10 元，共计

102,789,054.53 元，冻结原因为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及子公司欢瑞影视的电视剧《封神之天启》联合投资摄制合同

纠纷案。（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2021 年 2月 9 日、2021 年 3 月 5 日、2021 年 3 月 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和《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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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 2021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八、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

回款情况 

欢瑞影视 
阿里巴巴（北京） 

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影视项目 55,800 万元 

当代都市剧正在后期

制作中，古装仙侠剧 1

正在拍摄中。 

0 0 

注：2021 年 4 月公司已收到相关合同预售款 7020 万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九、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十、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二、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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