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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兄弟”、“公司”）是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为满足公司经营战略的实施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相关简称与《华谊兄弟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中含义相同）：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4,280.20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影视剧项目 167,520.00 156,996.14 

补充流动资金 67,284.06 67,284.06 

合计 234,804.06 224,280.20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

自筹资金解决。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确定。 

公司目前拥有丰富的影视剧项目运作经验，项目储备及投资、制作、宣发体

系亦完全可支持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在综合市场对影视剧题材的需求偏好、主创

档期安排、公司资源情况、监管机构审查政策等因素后综合考虑并审慎论证后制

定了该等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在投资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公司也会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适度调整，以实现预期回报。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影视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近年来，公司团队紧跟行业变革，拟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精品化内容制作能力，

即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投拍多部精品制作的影视剧作品。公司通过影视剧项目的

投资，将发挥创作能力优势、管理和赋能体系平台优势，把握影视市场中优质稀

缺内容的市场机会，完善公司内容媒体库资源，扩大产能、丰富作品类型，提升

公司影视作品的制作水平与市场口碑，同时进一步加强公司与国内主流网络视频

媒体、卫视平台的业务合作，增强公司的产业地位。 

2、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影视剧项目的必要性 

（1）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把握发展机遇 

从国家角度，在多重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文化传媒行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

繁荣的指导意见》、《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鼓励扶持

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将“到

2020 年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列为目标，指出“培育一批核心竞

争力强的骨干文化企业”、“扶持演艺企业创作生产”、“发挥财政政策、金融政策、

产业政策的协同效应，为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提供金融支持”等发展目标及鼓

励措施。国家政策利好文化产业消费升级，形成良好的资本导向，有利于文化产

业扩大投资规模，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20 年 5 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国家电影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政策的公告》；《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及要重点“发展广播影视行业”。在

政策大力支持、消费升级的背景下，随着影视复工推进，影视文化娱乐行业基本

面有望走出底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为影视行业企业的发

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和有利的发展环境。 

随着行业进入快速转型升级时期，影视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端，



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抓住行业机遇，肩负起塑造新时代优秀文化产品，弘扬国

家精神与民族文化的责任，不断创造深入人心、弘扬国家精神与民族文化的优秀

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切实提高影视业务产能和质量，

丰富影视剧内容媒体库资源，锤炼精品影视作品，进一步巩固公司的核心竞争优

势，把握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政策。 

（2）有利于满足公司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 

从全球影视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资金实力已经成为决定影视企业市场地位的

核心要素。由于影视剧投资制作项目存在前期投入较大、不确定影响因素较多、

回款周期较长等特点，影视投资制作业务的规模扩张对营运资金具有高度依赖性，

营运资金规模直接决定了公司影视剧制作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影视剧项目储备日益丰厚，秉承高质量内

容产出的原则，参与并孵化了多部电影项目。其中，公司主要投资和发行的影片

《八佰》成为影院复产复工后的首部在院线上映的国产大片，已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在全国上映，取得了超过 31 亿人民币的票房，利润贡献较大；公司参与投

资出品的抗美援朝战争影片《金刚川》已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映，票房超过

11 亿元，常远导演的《温暖的抱抱》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映，票房超过 8

亿元；根据现象级手游改编的电影《侍神令》（原名《阴阳师》）、公司参与投资

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已于 2021 年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上映，取得了良好的市

场反响。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效补充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整

合更多优质资源对储备项目进行多样化开发，挖掘更多精品影视作品，提升公司

的盈利能力与行业口碑，增强市场竞争力。 

（3）聚焦公司主业，进一步稳固公司在影视行业的市场地位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大众文化消费需求进一步提升。受观众审美品位不断转

变、受众群体多样化等因素影响，市场对影视作品的剧本情节、服装道具、演员

演技和后期制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促使行业内影视公司在



优质剧本、主创团队、演员阵容、制作特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优化。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聚焦主业，有利于进一步聘请优质主创团队，

拍摄更为精细化、高还原度或宏大题材之作品，聘请高水准后期制作团队等方面

都获得更大的资源支持，挖掘优质影视资源储备，顺应行业发展导向，打造出符

合时代需求、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头部剧作，进一步稳固公司在影视行业的市场

地位。 

3、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影视剧项目的可行性 

（1）公司具有完善的运营体系 

公司通过多年的丰富实践，将国外传媒产业成熟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中国传媒

产业的运作特点及现状相结合，将公司各业务环节以模块化和标准化的方式进行

再造，主要包括强调“营销与创作紧密结合”的创作与营销管理模块、强调专业

分工的“事业部”的弹性运营管理模块以及以“收益评估+预算控制+资金回笼”

为主线的综合性财务管理模块等。 

通过贯穿始终并行之有效的创作管理（服务管理）、人才管理、营销管理、

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等管理措施来确保各业务模块在具有一定管理弹性的基础

上得以标准化运作，进而保证整个业务运作体系的规范化和高效率。 

（2）公司拥有完整的影视业务产业链及商业模式 

公司具有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是国内影视娱乐行业最

早建立“内容+渠道+衍生”完善产业链的公司之一，目前已覆盖电影、电视剧、

实景娱乐、网络大电影、网剧、经纪、动漫、游戏、综艺、直播等多种娱乐产品

形态。近年来，公司通过持续性的战略布局、引入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深耕细

分市场等方式，不断完善和强化全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以平台化的产业思维

打造让优质内容流转、增值的健康生态，构建了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娱乐集

团。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公司立足行业发展的阶段性趋势主动调整，聚焦“影视

+实景”，完善并加速 IP 的制作和转换，以提高内容变现能力。一方面，公司不

断强化内容源头，以持续性的优质内容产出巩固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公司以



原创电影 IP 为基础，结合地方历史和特色文化，整合影视、互联网、旅游、商

业伙伴、政府等资源，创新性地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旅游业态，并建

立起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报告期内，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

镇开园运营，实现海口、苏州、长沙、郑州四城联动，实景项目矩阵成型，实景

娱乐业务重点从项目开拓转向深耕运营，多地项目矩阵化和规模化运营带来的流

量优势和品牌优势得到进一步凸显。 

完整的影视业务产业链及商业模式让公司能够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力，不

断提高公司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保障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3）公司具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 

在影视文化业务方面，影视内容公司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团队成员的专业能力

和业界资源。公司目前已建立了包括王忠军、王忠磊、冯小刚、张国立、管虎、

程耳、田羽生等在内的一批优秀的影视业经营管理和创作人才队伍，与陈国富、

徐克等紧密合作，并通过多种形式扶持青年导演，为影视娱乐行业储备新生代人

才。同时不断完善年轻艺人培养机制，运用全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对年轻艺人进

行全方位孵化。对于娱乐产业的其他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公司不断创新激励机

制和合作模式，制定职业培训和发展规划，扩充和优化人才储备。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整合了大批从事项目策划、研发、制作、投资、

发行的优秀团队，打造了一支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多元化人才队伍。未来公

司将不断加强优秀人才储备，有效保证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4）公司具备丰富的影视作品制作发行经验  

影视剧制作发行业务是公司成立以来的核心业务，公司具备丰富的影视剧创

作发行经验。 

近年来，公司继续秉承高质量内容产出的原则，参与并孵化了多部电影项目。

其中，公司主要投资和发行的影片《八佰》成为影院复产复工后的首部在院线上

映的国产大片，已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在全国上映，取得了超过 31 亿人民币的

票房，利润贡献较大；公司参与投资出品的抗美援朝战争影片《金刚川》已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映，票房超过 11 亿元；常远导演的《温暖的抱抱》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映，票房超过 8 亿元；根据现象级手游改编的电影《侍神令》（原



名《阴阳师》）、公司参与投资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已预计于 2021 年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上映，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李玉导演的电影《阳光劫匪》、曹保

平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都已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将分别于 2021 年

五一档和暑期档上映，《盛夏未来》和《铁道英雄》（暂定名）已开机拍摄，预计

分别将于 2021 年暑期档和国庆档上映，陆川导演的新片《749 局》、周星驰导演

的《美人鱼 2》、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原名《一个村庄的文学》）

也都已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其他多部影片正在筹备中，其中《中国试飞员》

（暂定名）、《一条龙》（暂定名）进入筹备阶段，公司深度参与投资制作、由好

莱坞著名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好莱坞科幻灾难大片《月球陨落（Moonfall）》

（暂定名）已于 2020 年开机；公司拥有赵圣熙导演的韩国首部全太空背景科幻

大片《胜利号》独家中国大陆地区的制作与发行权利，该电影已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在 Netflix 上线。 

公司剧集业务亦有序推进，筹备并参与投资多部电视剧及网剧，主要包括《古

董局中局之掠宝清单》、《宣判》、《警鹰》（暂定名）、《九指神丐 2》、《我们的西

南联大》、《邻家爸爸》等；其中，《古董局中局之掠宝清单》、《宣判》、《我们的

西南联大》已经完成制作，《警鹰》（暂定名）已经开机拍摄。公司通过电影、电

视剧、网剧及网络大电影等多种形式拓展内容源，为未来公司各业务板块的联动

拓展储备了大量优秀项目，预计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投入拍摄后，能为公司带来

丰厚回报。同时为了保证本次项目的有效实施和严格执行，公司根据自身业务流

程的特点和行业经验，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和控制体系，并不断优化

和完善，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5）公司拥有优质的合作伙伴 

公司以互利共赢为合作宗旨，引入了行业内外的重要战略伙伴。2014 年，

阿里巴巴、腾讯公司、中国平安宣布入股公司，成为公司突破行业边界限制的强

大后盾。另外，公司以创新激励和利益分享模式，和新生代影视制作公司，导演、

编剧工作室，院线公司，直播平台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建立伙伴关

系，夯实内容生产力，完善生态圈构建，实现互利共赢，也为优质娱乐内容的流

转和衍生拓展了更多可能。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领域，公司凭借强大的内容优势、

品牌优势、管理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吸引了诸多企业伙伴，并建立了稳固的项目



合作关系，在实景娱乐领域摸索出了一整套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公

司凭借国际化战略布局，不断将合作伙伴优势扩大至海外。公司与好莱坞顶级导

演罗素兄弟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组建全球性的超级内容引擎，致力于全球性超级

系列 IP 的投资和制作。由华谊兄弟与罗素兄弟的合资公司制作出品的影片《惊

天营救（Extraction）》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 Netflix 上线，成为 Netflix 历史上

观看人数最多的平台定制电影，创造了平台原创电影开画一个月观看新纪录；影

片《杀出边城（Mosul）》已于 11 月 26 日在 Netflix 上线；影片《谢里》（Cherry）》

预计于明年在院线上映并登陆 Apple TV+，且计划加入奥斯卡颁奖季的竞争。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67,284.06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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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和公司长期

战略的实施。 

2、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三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 47.64%、48.22%、54.52%和 57.35%，高于沪深同行业上市公司合并口径资

产负债率平均值；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财

务费用分别为 29,010.79 万元、32,888.42 万元、32,300.26 万元和 17,780.94 万元。

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的支出，有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增

强财务稳健性、防范财务风险。同时，通过股权融资可以缓解公司为解决资金需

求而通过债权融资的压力，有助于控制有息债务的规模，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

绩。 

相较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19 年公司的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 财务费用/营业收入 

光线传媒 2,886.14 282,944.88 1.02% 



慈文传媒 2,168.05 117,142.74 1.85% 

华录百纳 -542.01 61,143.11 -0.89% 

新文化 8,726.39 55,605.38 15.69% 

北京文化 1,200.71 85,533.54 1.40% 

华策影视 7,683.72 263,055.05 2.92% 

欢瑞世纪 2,254.68 54,004.73 4.17% 

幸福蓝海 3,495.35 213,808.79 1.63% 

唐德影视 10,701.30 -11,485.69 - 

长城影视 4,681.79 49,077.16 9.54% 

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值  4,325.61   117,082.97  4.15% 

华谊兄弟  32,300.26   224,354.56  14.40% 

数据来源：WIND 

注 1：公司主要从事电影及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目前国内 A股上市公司

中，以电影及影视剧制作、发行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为北京文化、光线传媒、唐德影视、慈文

传媒、华策影视、欢瑞世纪、长城影视、华录百纳、幸福蓝海和新文化等。 

注 2：唐德影视财务费用/营业收入为空的原因是唐德影视 2019 年营业收入为负。 

如上表所示，2019 年度公司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于可比上市公司

的平均水平。本次发行可有效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水平，同时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有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股东

的能力，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3、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一方面，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效缓解公司

经营活动扩大的资金需求压力，确保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进一步提

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

改善公司资本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本次发行的发行人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检查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及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影视剧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的业务运营实力，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的领先

行业地位，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将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人员、资产、

财务以及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保持与公司关联方之

间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本次发行对公司的董事、监事以

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实施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与资产净额规模将大幅增加，

公司财务状况将明显改善，资金实力明显增强，资本结构得到优化，有利于公司

主营业务的持续快速增长，降低财务风险，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本次发行是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发展目标，

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能有效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有助于促进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谊兄弟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之盖章页）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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