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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3                           证券简称：华策影视                           公告编号：2021-054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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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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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策影视 股票代码 3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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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思拓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五常港路 466 号华策中心 A

座 4 楼 
 

电话 0571-87553075  

电子信箱 zqsw@huacemedia.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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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13,410,092.47 1,113,580,395.21 9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3,739,524.73 147,273,331.60 5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8,972,788.25 106,306,360.61 4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4,251,297.27 162,207,124.51 586.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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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2.7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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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4,841,735.69 8,290,205,800.06 1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98,285,382.44 5,551,198,472.28 17.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5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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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傅梅城 境内自然人 20.47% 389,207,215 291,905,411 质押 60,000,000 

杭州大策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9% 324,915,800 0 质押 128,300,000 

北京鼎鹿中原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0% 87,431,693 0   

吴涛 境内自然人 3.90% 74,212,12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0% 60,761,617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价值领

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4% 52,109,373 0   

西藏泰富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 28,000,000 28,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 24,057,800 24,000,000   

傅斌星 境内自然人 1.09% 20,799,809 15,599,857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5% 18,083,586 18,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傅梅城先生持有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97.44%的股权，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傅梅城先生与

傅斌星女士为父女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公告控股股东大策投资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以本公司股份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股份不超过 1,750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1%。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大策投资实际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余额为

600 万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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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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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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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3月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决定实施2021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不超过29

人（包括董事夏欣才、监事任沈琦、财务总监陈敬、董事会秘书张思拓），总规模不超过3000万元，存续期为24个月；资金

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或自筹资金，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持股锁定

期为12个月。2021年3月2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截至2021年5月24日，公司2021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份5,388,800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2835%，成交金额29,996,525元，

均价为5.5665元/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购买。 

2、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鉴于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

发展规划、资本运作计划等诸多因素，经公司与中介机构审慎分析、研究与沟通，决定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并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融资。2020年5月18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2020年10月30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2746 号），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2021年4月21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经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实际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45,400,000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7.27亿元。2021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登记完成，股票上市时间为2021年5月7日。 

2021年6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金额及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影视剧制作项目” 的募集资金金额由173,398.96万元调整为71,109.07万元，募投项目“超高清制作及媒资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70,573.57

万元。 

3、2021年6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

基金的议案》，公司根据业务长期发展的需要，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策投资、上海松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影视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该基金目前尚在设立中。 

 

 

 

 

法定代表人：傅梅城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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