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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3                           证券简称：*ST 当代                           公告编号：2021-038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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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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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当代 股票代码 00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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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邦一 赵雨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8 号 SOHO 尚都北

塔 A 座 8 层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8 号 SOHO 尚都北

塔 A 座 8 层 

传真 010-58693158 010-58693158 

电话 010-58693158 010-58693158 

电子信箱 lubangyi@sz000673.com zhaoyusi@sz00067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围绕影视内容、电影放映渠道以及云计算、大数据、IT系统集成等业务领域进行布

局。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电视剧、影院运营、演唱会以及云计算、大数据、IT系统集成业务等。 

2. 经营模式 

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如下： 

（1）电视剧业务：公司采购其他影视剧经营机构制作的影视剧产品，通过将其播映权出

售给电视台、新媒体取得销售收入。 

（2）影院运营：公司通过收购具有票房潜力的影院，扩张公司旗下影院数量，并向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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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管理模式及团队，形成影城的规模化运营，扩张市场份额。主要业务收入来自于影院的

票房收入、卖品收入以及广告收入。 

（3）演唱会业务：公司通过授权拥有艺人演唱会独家代理权，负责艺人演出节目内容设

计及制作、演唱会的整体制作方案及设备租赁和调试、演唱会前期筹备、排练相关事项。主

要业务收入来源于演唱会的票房收入、广告收入。 

（4）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业务：公司以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结合人工智

能等尖端行业应用，坚持创新及自主研发，通过系统集成的业务模式参与客户项目建设实施

及运维，并向客户收取软件研发及技术运维服务费，及软硬件（含自有软件）销售收入。 

3. 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一）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 

影视剧影院市场 

在经历“影视寒冬”后，2020年疫情的冲击导致影视行业的发展进一步遇阻，整个行业正

在拍摄中的影视剧相继宣布停机，影视剧项目的推进受到影响，多部作品的开拍进度受阻。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2020年12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情况，在疫情、政策以及

市场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20年，我国电视剧备案数仅670部，创下多年新低。 

 

随着电视剧备案数量的减少，影视剧投资企业以及电视台等播放平台对影视剧的整体质

量更加重视。精品剧越来越受市场追捧，视频平台调整规则鼓励优质作品，影视行业已开始“减

量提质”。 

对于影院市场，受2020年疫情影响，国内电影市场“暂停”170多天，对影院市场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和冲击，但2020年影院数量仍较去年增长2.46%。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市场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信息系统采集、处理和积累的数据量越来越多，全

球大数据储量呈爆炸式增长，正大步迈向大数据新时代，在此背景下，行业大数据得以高速

发展，应用于各个领域。 

据调查，中国的数据产生量约占全球数据产生量的23%，美国的数据产生量占比约为

21%，EMEA(欧洲、中东、非洲)的数据产生量占比约为30%，APJxC(日本和亚太)数据产生

量占比约为18%，全球其他地区数据产生量占比约为8%。 

对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市场领域，未来五年，由于政策支持以及多方技术融

合，中国大数据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产业价值将被进一步发掘。根据咨询机构IDC的报告，

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总体规模达到750亿美元，2020年~2024年预测期内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超过20%，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4年，市场规模则将增长至1400亿美元。 

（二）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影视行业秉承精品路线，在内容选择上，对符合观众喜好、贴合市场观剧观影需

求、制作质量精良的影视剧进行采购，与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受

行业整体市场情况不景气以及疫情的双重影响之下，公司积极应对挑战、调整业务结构，将

影视剧业务模式由影视剧拍摄创作及发行向影视剧的采购及销售或小份额参与投资的形式转

变，缩减了影视剧业务投资规模，聚焦风险低、内容优质精品的项目，而不再出资筹建剧组

并进行影视剧的拍摄创作。“精品内容”以及“低风险”的投资策略使得公司影视剧业务的开展

更具灵活性，加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在影院渠道端，公司凭借在影院市场多年的运营实践，形成了一支拥有较高院线与影院

管理水平的运营团队，对旗下影院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公司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依托，辐射

两湖、两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成熟消费区域影院布局，正在运营的影院有17家，拥有103

块银幕。与去年相比，随着影院市场竞争的加剧及优胜劣汰以及受疫情影响等原因，公司影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院家数减少10家，屏幕数量减少54块。 

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公司专注行业大数据细分市场，打造智慧新常态，

始终保持所处行业领先地位。细分行业市场为：包括消防应急管理、智慧政务、智慧城市等

行业市场。公司自主研发了以国家标准规范为基础的智慧消防及消防大数据（实战指挥平台）、

智能接处警系统，深度参与行业创新，构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新型信

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应用场景。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布局行业大数据产业链，通过自主

研发的平台级软件产品，推动智慧城市、企业服务、金融科技、智慧物流、警务舆情等行业

的新型智慧化转型与提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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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8,306,051.83 495,010,481.23 495,217,781.05 -57.94% 776,206,020.29 776,206,02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685,702.41 

-612,134,291.8

0 

-612,800,645.3

5 
104.03% 

-1,601,003,480.

22 

-1,601,003,480.

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006,832.1

5 

-333,804,286.9

3 

-334,470,640.4

8 
59.34% 

-1,562,118,712.

58 

-1,562,118,712.

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870,593.82 120,023,344.94 120,005,324.83 -60.11% 

-148,703,556.5

4 

-148,703,556.5

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7733 -0.7742 104.03% -2.0226 -2.0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2 -0.7733 -0.7742 104.03% -2.0226 -2.0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4% -249.65% -248.29% 93.10% -118.27% -118.2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528,333,326.

17 

1,504,849,849.

49 

1,513,150,338.

37 
1.00% 

2,136,197,643.

35 

2,136,197,643.

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0,717,350.7

0 

-161,579,991.7

2 

-156,348,482.3

5 
10.00% 553,212,205.43 553,212,205.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522,159.80 26,078,485.66 24,181,623.24 127,523,78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54,580.85 -42,452,191.69 32,516,122.18 86,389,27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553,819.90 -30,483,825.74 38,651,778.85 -98,408,0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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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5,201.43 -517,866.40 -26,358,645.53 69,641,904.3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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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63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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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银行－当代

东方定向增发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1.87% 93,938,0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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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6.93% 54,861,111 0   

韩丽梅 境内自然人 2.74% 21,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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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燎原 境内自然人 1.39% 11,000,000 0   

黄建艺 境内自然人 1.14% 9,036,500 0   

吴惠莲 境内自然人 1.11% 8,789,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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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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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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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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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8,306,051.83元，同比减少57.94%；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24,685,702.41元，同比增加104.03%%，每股收益0.0312元。 

 

（一）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1.影视剧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影视剧业务收入2,942.73万元。 

影视剧业务中，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前五名的影视剧及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收入情况如

下： 

 

项目 合作方 合作方

式 

主要演职

人员 

放映渠道 本期合计收入金

额(元) 

占营业收入

比例 

《因法之名》 浙江日月和明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投资 李幼斌、

李小冉 

北京卫视 13,994,044.16  6.72% 

《巅峰时代》 宁波润梵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销售版

权 

黄少祺、

韩雪 

新媒体 12,735,849.06  6.11% 

纪录片《生活万岁》 宁波润梵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销售版

权 

素人 / 2,264,150.94  1.09% 

《五号特工组之偷

天换月》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播映权

转授 

于震、王

丽坤 

内蒙古电

视台 

211,320.75  0.10% 

《五号特工组》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播映权

转授 

于震、王

丽坤 

内蒙古电

视台 

198,113.21  0.10% 

合计 - - - - 29,403,478.12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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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院业务 

公司影院共17家，银幕数合计为103块，实现年度票房合计3,132.8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影院业务共实现收入4,158.46万元，主要为票房收入、卖品及广告收入等。 

3、演唱会业务 

2020年1月，公司运营代理的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最后一站在云南昆明

新亚洲体育馆唱响。报告期内，公司演唱会业务实现收入754.72万元。 

4、云计算、大数据、IT系统集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云计算、大数据以及IT系统集成业务持续、稳步发展，具体业务涵盖实

战指挥平台业务、行业定制云（合同作战、警务、云课堂）业务、大数据技术运维服务、大

客户集成项目等，共实现收入10,786.96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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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81户，详见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的第十二节财务报告的“八、合

并范围的变更”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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