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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1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8-060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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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城影视 股票代码 0020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珂 符谙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湿地创

意产业园西区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湿地创

意产业园西区 

电话 0571-85026150 0571-85026150 

电子信箱 chinaccys@126.com chinaccys@126.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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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18,197.91 263,128,785.31 11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473,818.02 64,909,681.82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773,289.82 61,665,158.47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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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854,809.55 -58,737,351.99 450.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5 0.1235 2.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5 0.1235 2.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0% 7.13%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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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9,397,163.67 3,740,211,664.66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9,165,383.54 652,062,197.79 10.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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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2% 195,052,314 0 质押 168,655,982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6% 40,792,196 0 质押 35,480,000 

王培火 境内自然人 2.24% 11,760,130 0 冻结 11,760,13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 6,339,680 0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5,284,000 0   

赵锐均 境内自然人 0.92% 4,812,208 3,609,156   

宓强 境内自然人 0.50% 2,630,663 2,630,663 质押 1,315,000 

孔祥驹 境内自然人 0.48% 2,500,000 0   

杨逸沙 境内自然人 0.46% 2,406,104 0 质押 1,927,300 

张林林 境内自然人 0.43% 2,240,96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赵锐均、杨逸沙为

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报告期内，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 24,960,000 股股票从普通证券账户转入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中。孔祥驹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了

2,500,000 股。程菊琴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05,000 股，报告期内

其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了 25,8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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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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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逐步落实各项经营管理计划，专注影视主业，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

剧”，推进广告营销板块的市场化发展，巩固实景娱乐板块的良好发展态势，加速公司“影视+广告营销+实景娱乐”三大业

务板块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作品获得了多项荣誉： 

* 电视剧《人民总理周恩来》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8-2022百部重点电视剧选题剧目名单”。 

* 电视剧《家国恩仇记》，在【第十四届东方电影·电视剧颁奖典礼】荣获“优秀电视剧大奖”。 

* 电视剧《大西北剿匪记》荣获湖南经视“优质剧目奖”。 

* 长城影视荣获湖南经视“优秀电视剧制作公司”。 

* 长城影视荣获上海东方电影频道“长期合作伙伴奖”。 

* 子公司马仁奇峰荣获中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盟颁发的“2017中国旅游总评榜年度旅游营销创意大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501.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8.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47.3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377.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2%。 

1、影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295.26万元,收入主要来源于电视剧《大西南剿匪记》、《孤胆英雄》、《大

西北剿匪记》、《独立连》、《新乌龙山剿匪记》、《太平公主秘史》、《末代皇帝传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第1-2

部、《东北剿匪记》、《隋唐英雄》第1-4部等的发行收入。截止本公告日，作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和明年建国70

周年的献礼巨作，公司筹备五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人民总理周恩来》已经完成全部拍摄任务，目前正在进行有序的后期

制作中。该剧本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和中宣部的审核通过并受到高度关注。 

2、广告营销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广告业务保持稳定发展，实现营业收入27,193.30万元。公司广告营销板块主要由上海胜盟、浙江光线、

上海微距、东方龙辉、浙江中影、上海玖明六家子公司构成，业务涵盖优质电视媒体资源代理、户外媒体广告、电影映前广

告等。在目前新媒体平台快速发展大环境下，公司广告营销板块在保障业绩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

开拓新客户、拓展新的投放渠道和业务模式。报告期内，子公司上海微距自有媒体与全媒体代理业务均取得稳定发展。其中

自有社区灯箱媒体长期合作客户保持稳定持续性投放,赢得了良好的媒体推广效果；全媒体代理业务发展稳定，客户类型涉

及互联网品牌、快消品牌、智能家电品牌。子公司浙江中影在2018年上半年首次与山东卫视合作家长育儿成长改变服务类节

目《育儿大作战》第一季、第二季，收视率在同类节目中排行第一；同时保持与贝因美的合作，继续在全国10多省400多家

门店策动推广《贝嫂说事》栏目。子公司东方龙辉上半年正式开展栏目内容制作业务，已经开发了《乡村振兴产业在行动》

和《我的县中国味》栏目的内容设计，成功获得央视立项，并同步开展项目招商。同时东方龙辉涉足论坛业务，在2018年上

半年成功开发《美丽乡村博鳌国际论坛》项目，并获得该项目招商权。子公司上海玖明2018年继续代理客户投放《爸爸去哪

儿》首席赞助，且新增在知名互联网平台投放新媒体广告业务，互联网新媒体业务投放量增速加快，已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

长点。 

3、实景娱乐： 

报告期内，公司实景娱乐板块取得大幅度增长，实现营业收入28,013.25万元。同时公司继续加强实景娱乐板块的布局，

对外投资设立了金寨长城红色教育基地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充实景区互动性、参与性和体验性游乐项目，结合公

司的影视内容，加强宣传推广以及影视城的日常运营，进一步提升各影视城的影响力、知名度，带动游客量的增加和自身盈

利能力的提升。 

报告期内，诸暨长城影视商铺出租、游客服务和影视拍摄服务运营稳定。子公司淄博影视城，各项配套设施正在有序建

设中。 

报告期内，子公司马仁奇峰游客量突破61万人次，实现净利润4,570.71万元，策划了“巨型金刚踩碎玻璃”等活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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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次浏览量超过1,000万的宣传，荣获中国旅游总评榜年度旅游营销创意大奖。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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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章页）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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