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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381,500.00 万元（含

381,500.00 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新建影院项目 319,000.00 300,500.00 

2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81,000.00 81,000.00 

合计 400,000.00 381,5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在不改

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

募集资金到位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新建影院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万达电影的现有情况和未来发展目标，本项目计划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新建影

院 159 家，地点为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 125 个城市。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院线行业加速向头部院线公司集中 

从行业结构来看，院线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集约化效应开始凸显。由于全国银幕

增速仍快于整体票房增速，影院同质化竞争激烈，个别经营效率较低的影城关停，2018

年影城关停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市场进入调整期。2018 年 12 月，国家电影局下发《关

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鼓励院线公司依法并购重组，推动

院线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电影院线行业有望加速向具备规模优势以及多元化经营能力

的头部院线公司集中。通过本项目，本公司旗下影院将进一步增加城市覆盖，提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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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端控制能力和市场占有率。 

（2）项目建设是公司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要求 

2018 年底，中国电影银幕超过 6 万块，为全球拥有银幕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票

房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市场。随着电影产业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电影产

业将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 GDP 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必将保持持续繁荣、

发展，未来仍有较大增长潜力。从我国院线业运营经验看，强大的终端控制能力是公司

竞争力的核心。万达电影将通过募集资金新建影院，进一步扩张战略布局，提升对全国

影院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3）项目建设是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万达电影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统一、高端的标准加

大影院建设和科技提升，通过多年内生式发展，公司票房、观影人次、市场份额已连续

十年位居国内首位。为达到发展目标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万达电影必须通过完善网点

布局并增强区域优势，进一步巩固在电影院线行业的市场份额和领先地位。 

（4）项目建设是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的要求 

本项目实施并达产后，新建设的影院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覆盖和占有率，提高

公司年营业收入，在进入成熟期后，还将提高公司利润规模。此外，依托于本公司成熟

的管理体制和丰富的影院经营经验，项目将实现一定的盈利水平，从而使本公司的盈利

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为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不断向好，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升，对

教育、文化、娱乐等的需求持续增加。我国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

出已从 2013 年的 1,398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226 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 9.5%。在国

家拉动内需的政策推动下，人民群众用于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还将持续增长。 

（2）政策推动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十二五”以来，国家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十二五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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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将文

化产业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产业。 

2014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

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

[2014]15 号），从财政税收、投资融资、资产管理、土地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人员安置、工商管理等多方面对文化影视行业进行多方面的支持，为文化改革发展注入

了新的动力。 

2017 年 4 月，为贯彻落实《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强化顶层

部署，构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切实推动科技创新引领文化发展，文化部编制了《文化

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 

2017 年 12 月，为推动我国电影事业繁荣发展，鼓励影院放映国产影片，根据财政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文件，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委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

奖励放映国产影片成绩突出影院的通知》（电专办字[2017]41 号），对放映国产影片成绩

突出的影院继续给予奖励。 

2017 年 12 月，为推动电影放映市场均衡发展，扶持贫困地区县城影院，满足群众

观影需求，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县城数字影院建设

发展的通知》（电专办字[2017]40 号）。 

2018 年 12 月，国家电影局下发《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

见》，鼓励院线公司依法并购重组，推动院线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电影院线行业有望

加速向具备规模优势以及多元化经营能力的头部院线公司集中。 

（3）我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宽广的市场空间 

近年来，伴随国家对电影行业的进一步支持，我国电影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已发展成为票房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根据广电总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统计，2010 年至 2018 年间，中国电影票房及全国城市院线

观影人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高达 25.2%、35.8%；2018 年，全国电影市场票房 609.76

亿元，同比增长 9.1%，观影人次 17.16 亿，同比增长 5.9%，均创历史新高。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可统计影城数量 11,145 家，同比增长 12.0%；银幕数量 60,079 块，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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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银幕 9,303 块，同比增长 18.3%，居世界首位。优质内容、观影人次与银幕数量的

增长，持续推动了全国电影产业持续向上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相比于美国与加拿大的 3.7（男性）/3.4（女性）次年人均观影次

数，中国当前年人均观影次数仅为 1.2 次，具备明显的增长潜力。根据普华永道

《2017-2021 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数据，2021 年中国电影票房将达到 107 亿美

元（约合 700.68 亿元），预计届时将与美国基本齐平，并列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4、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环评，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朝发改[2019]170

号《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备案相关情况的函》，本项目不需要进行备案。 

5、项目投资计划 

本项目每个影院计算期 10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计算期第 1 年为建设和运营混

合期，第 2 年至第 10 年为纯运营期。具体建设计划如下表所示： 

 
影院数 

（家） 
银幕数（块） 

其中：IMAX 银

幕数（块） 

总面积 

（平方米） 

座位数 

（个） 

2019 年建设项目 57 477 9  313,469   73,286  

2020 年建设项目 74 577 36  361,818   82,823  

2021 年建设项目 28 222 7  124,180   30,081  

合计 159 1,276 52 799,467 186,190 

6、项目投资进度 

本项目总投资及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计划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2019 年建设项目 119,250.00   102,261.00  

2020 年建设项目 144,250.00   142,761.00  

2021 年建设项目 55,500.00    55,478.00  

合计 319,000.00   300,500.00  

7、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 159 家影院，总投资为 319,000 万元。计算期内预计合计可实现营业收

入 3,088,063 万元，利润总额为 335,289 万元，净利润为 251,467 万元，具有较为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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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将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81,000.00 万元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满足未来业务不断增长的营运需求。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统筹安排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相关贷款。 

2、项目必要性分析 

（1）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 

截至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及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合并口径资产

负债率分别为 43.57%、43.13%、38.85%及 38.09%。虽然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

下降，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率仍高于中国电影、上海电影和金逸影视等

同行业公司。未来随着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

降低，净资产得以提高，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以提高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 

（2）减少财务费用，提高盈利能力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借款总额为 53.97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44.89%。

随着宏观经济增速及票房增速放缓的影响，较高的财务费用制约着公司的业务升级发展。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发行人整体盈利水平，为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3）满足未来发展资金需求 

我国院线行业正处于发展阶段，作为本行业的领先企业，本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公司

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公司业绩。而充足稳定的资本是影院投资快

速发展的物质基础，本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支持。尽管

公司目前经营业绩突出，现金流状况相对良好，但仍仅能满足内源性增长，不足以支撑

公司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 

3、项目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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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可保持并且不断优化本公司当

前的财务结构，进一步提高资产流动性，增强日常经营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从而使本公

司适应未来几年战略发展和业务运营的需要，具有可行性。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分别投向新建影院项目、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及偿还银行贷款，上述项目投入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扩大公司经营规

模，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同时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根据万达电影的整体发展战略

目标，在保证影城品质与效益的前提下实施扩张，进一步提高城市覆盖率和市场份额，

巩固公司在电影院线行业的领先地位。同时将不断完善电影生态圈，持续创新经营，实

施精细化管理，将公司打造成为科技型、平台型、生态型的娱乐公司。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进一步得到

提升，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运营规模和经济规模将大幅提

升。未来随着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净

资产得以提高，财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增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

所处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及

可行性，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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