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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张晖 工作原因 马伟根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电影 6015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运 朱宇琛 

电话 021-33391000 021-333910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

C座14楼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

C座14楼 

电子信箱 daiyun@sh-sfc.com zhuyuchen@sh-sf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909,166,630.38 2,987,934,843.54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68,150,978.50 2,098,558,361.62 -1.4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04,430.78 118,293,060.88 -95.43 

营业收入 533,745,206.54 527,347,382.52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660,995.02 106,725,514.41 -4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629,076.59 93,188,288.17 -4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8 5.42 减少2.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9 -44.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9 -44.8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8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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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9.22 258,523,597 258,523,597 无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25 12,126,403 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2.50 9,350,000 8,931,076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4 2,760,842 0 无   

杨光 境内自然

人 

0.54 2,014,600 0 无   

郑惠华 境内自然

人 

0.39 1,441,300 0 无   

张显峰  境内自然

人 

0.27 1,020,200 0 无   

陈平 境内自然

人 

0.23 851,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境内非国 0.23 840,500 0 无   



限公司－上证上海改

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有法人 

许晓芬 境内自然

人 

0.22 822,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 320.3 亿元（含服务费），同比上涨 17.82%，观影人次

9.01亿，同比增长 15.34%，影院数量超过 9700家，银幕数 55623块，较 2017 年底增长约

9%。与去年相比，全国平均单银幕产出基本稳定，但由于影院投资仍处于较快阶段，行业对

新增产能的消化压力仍在，传统的影院经营模式受到挑战，毛利率被逐步压缩，盈利方式亟

待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37亿元，同比上涨 1.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866.1万元，同比下降 45.0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162.9万元，同比下降 44.60%；每股净利润 0.16元；扣非后每股净利润 0.14元。

期内公司业绩下滑较为明显，主要原因有三：1、公司旗舰店永华影城报告期内处于停业装

修状态，对营收及利润影响较为明显；2、发行业务处于团队调整及模式探索期，代理发行

的影片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上映，上半年收益同比下降；3、去年 6 月收到的部分常规性财政

补贴及分红类投资收益在本年的实际到账期为会计报表日之后，因此未能于半年报内确认相

应收入。 



2018年上半年，公司的影院经营业务整体保持稳健有序，映前广告价格继续领跑行业。

但受旗舰店永华影城停业装修影响，整体业绩有所下降。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资产联

结影院超过 90家。其中，直营影院“SFC上影影城”54家（不含 2家停业装修门店），银幕

数 378块，期内实现总票房 36,980.14万元（不含服务费），同比上涨 11.09%；观影人次 984.19

万，同比上涨 14.06%；人均卖品消费额（SPP）4元左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影院 3家，分别位于上海、天津、江阴，全年计划新开店 7家左右。

新开影院有约两年的培育期，受益于公司严格的项目筛选标准，大部分新店、次新店在票价、

单座产出和单银幕产出上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影院租金的持续上涨也削弱了

新影院的盈利能力，处于培育期内的新影院对公司的整体利润将产生持续的摊薄效应。存量

老影院同样面临较大竞争压力，部分影院出现了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现象。公司正在按照既

定计划，对部分开业年限较长的影院分批次进行改造升级，并对部分影院进行经营模式的改

革试点，为其重新赋能。公司还将继续推动非票业务发展，通过丰富卖品种类、创新经营方

式等多种手段，着力提高 SPP金额。 

2018 年初，公司的发行团队进行了较大规模调整。新团队到岗后，对原有的经营策略

和发行模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和优化。报告期内，公司的发行业务主要处于转型探索期，参

与了包括《24 小时：末路重生》、《恋爱回旋》、《夺命来电》、《我是你妈》等影片的协助发

行及推广工作，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业绩下降较为明显。下半年，公司根据新的经营

策略，已参与或即将参与《神奇马戏团》、《西虹市首富》、《小偷家族》、《藏北秘境》、《阿凡

提》、《一意孤行》、《妖精的尾巴》等多部影片的宣发工作，预计盈利情况将获得改善。纵观

电影产业链，制片、影院运营、电商、独立资本等各层面均试图向发行环节延伸，各渠道带

来的多样灵活的经营模式深刻改变了电影发行领域，形成竞争惨烈、整合及淘汰不断加速的

行业格局。传统发行模式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无法触达观众将成为其致命伤。公司

将尽快运用多种手段，在已有渠道优势的基础上，尝试开拓更为创新的发行模式，建立新的

资源及业务联动，将上影发行打造成为业务链条完整、经营模式多样、具备互联网宣发能力、

能直接触达观众的专业电影宣发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的联和院线继续保持规模优势。截至报告期末，联和院线共

实现票房 23.07亿元（不含服务费），同比增长 10.6%；观影人次 6614.14万，同比增长 11.48%；

加盟影院数 547 家，同比增长 23.2%；市场占有率 7.65%，排名继续位于全国第三。但客观

而言，当前院线加盟市场同质化竞争明显，加盟费率持续走低，加之院线市场资本并购频繁

出现，若加盟影院的股东方出现重大变化，也将对联和院线存量规模的维持构成挑战。因此，

在强化加盟业务的同时，联和也在持续探索新型业务，如电影党课、营销宣传、影院放映设

备激光改造以及点播院线等，力求将联和由单一同质化服务企业转变为开放式多元接口平

台。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出现下滑，除前述原因外，重要参股公司的红利款派发延后、财政补

贴款等几笔常规收入到账日的延后，也在客观上对本期业绩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虽然上述

影响将在下半年基本消除，但亦集中体现出公司仍需进一步夯实主业经营，开拓盈利模式，

增强抗风险能力，以逐步减少偶发事件对业绩的影响程度。公司将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总结

经验教训，全力以赴，努力为投资者创造更高价值。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