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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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玺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冬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赵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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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84,654.43 24,522,159.80 4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377,754.75 -17,554,580.85 4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377,754.75 -17,553,81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000.00 5,105,201.43 -9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0 -0.0222 44.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0 -0.0222 4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4% 10.31%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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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260,773.53 1,528,333,326.18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053,884.83 -140,717,350.70 18.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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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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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当代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5% 120,694,443 0 

质押 120,694,443 

冻结 120,694,443 

南方资本－宁波 其他 11.87% 93,938,0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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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当代东方

定向增发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鹰潭市当代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9% 85,400,000 0 

质押 85,400,000 

冻结 85,400,000 

吕达龙 境外自然人 6.93% 54,861,111 0   

鲍利兴 境内自然人 2.53% 20,000,936 0   

北京先锋亚太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14,814,814 0 

质押 14,814,814 

冻结 14,814,814 

高育斌 境内自然人 1.07% 8,466,700 0   

柯河彬 境内自然人 0.66% 5,250,000 0   

黄泽圣 境内自然人 0.65% 5,133,100 0   

韩涛 境内自然人 0.65% 5,112,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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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当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0,694,443 人民币普通股 120,694,443 

南方资本－宁波银行－当代东方

定向增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93,938,052 人民币普通股 93,938,052 

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400,000 

吕达龙 54,861,111 人民币普通股 54,861,111 

鲍利兴 20,000,936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936 

北京先锋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14,814,814 人民币普通股 14,814,814 

高育斌 8,4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8,466,700 

柯河彬 5,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50,000 

黄泽圣 5,133,1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3,100 

韩涛 5,112,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1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当代文化、当代集团及先锋亚太存在关联关系并构成一致行动人，具体关联

关系为：当代集团分别持有当代文化 90%的股权，先锋亚太 90%的股权；其他七位股东

与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没有关联关系；其他七名股东之间本公司不知其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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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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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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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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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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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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二季度电视剧拍摄、发行计划表： 

序号 剧目名称 取得许可证

资质情况 

计划开拍 

时间 

计划发行 

时间 

合作方式 项目进度 主要演职人员 

1 《因法之名》 取得发行许

可证 

已拍摄完

毕 

2021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沈严 

演员：李幼斌、李小

冉 

2 《邓丽君之我只在

乎你》 

取得拍摄许

可证 

已拍摄完

毕 

2021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丁黑 

演员：陈妍希、何润

东 

3 《为了新中国》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9年 2021年 联合投资 拍摄中 总制片人：肖岗 

总监制：王志强 

4 《荔芳街》 取得拍摄许

可证 

已拍摄完

毕 

2021年 独立投资 后期中 导演：戚其义 

主演：高鑫、张可颐 

5 《京港爱情故事》 取得制作许

可证、发行许

可证 

已拍摄完

毕 

2021年 独立投资 发行中 导演：胡玫，李文舜 

主演：江一燕，Mike D. 

Angolo 

6 《大河长流》 取得制作许

可证 

2020年 2021年 独立投资 筹备中 - 

7 《大哥》 取得制作许

可证、发行许

可证 

已拍摄完

毕 

2021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杨影 

主演：徐百卉，李健 

8 《地道女英雄》 已取得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

毕 

2021年 主投主控 发行中 导演：吴斌；主演：

王雅捷 张桐 果静林 

9 《神勇武工队传

奇》 

已取得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

毕 

2021年 独立投资 发行中 导演：赵浚凯；主演：

任帅、王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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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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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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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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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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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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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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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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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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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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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