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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以下存在异议声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王艳 独立董事 
因涉及 2020 年年度报告减值

事项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董监高的异议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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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建国 独立董事 因工作安排缺席  

公司负责人宋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雪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雪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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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1,176.70 1,177,642.84 1,22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886,172.10 -19,235,504.69 -3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968,000.29 -19,870,244.43 -3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7,935,778.05 -130,970,217.82 64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6 -0.0269 -39.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6 -0.0269 -39.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0.77%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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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7,797,725.16 4,539,096,381.47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6,058,238.19 1,712,944,410.29 -1.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9,104.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276.07  

合计 81,828.1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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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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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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0% 111,649,909 0   

青岛西海岸控股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5% 84,854,419 0   

西藏金宝藏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9% 37,855,034 0 

质押 29,386,000 

冻结 29,386,000 

代东云 境内自然人 4.88% 34,971,302 0   

台州铭泰矿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7% 34,842,011 0   

新疆嘉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1% 30,831,695 0 质押 12,540,000 

李国平 境内自然人 3.39% 24,268,079 0   

中国华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 16,299,181 0 

质押 9,666,960 

冻结 16,299,181 

张兆华 境内自然人 0.36% 2,608,600 0   

北京北清中经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2,0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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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1,64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11,649,909 

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84,854,419 人民币普通股 84,854,419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7,855,034 人民币普通股 37,855,034 

代东云 34,971,302 人民币普通股 34,971,302 

台州铭泰矿业有限公司 34,842,011 人民币普通股 34,842,011 

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30,831,695 人民币普通股 30,83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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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李国平 24,268,079 人民币普通股 24,268,079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299,181 人民币普通股 16,299,181 

张兆华 2,6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8,600 

北京北清中经投资有限公司 2,005,208 人民币普通股 2,005,2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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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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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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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5,611,176.70 1,177,642.85 1,225.63% 本报告期有电影《沐浴之

王》项目收入。 

营业成本 9,361,044.68 796,566.97 1075.17% 本报告期与《沐浴之王》

项目配比成本。 

销售费用  412,356.26 -100% 本报告期未发生市场推

广及品宣方面费用。 

管理费用 27,333,639.69 21,653,440.62 26.23% 本报告期并购东方山水

无形资产增值摊销增加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9,143,330.55 4,974,334.96 83.81% 本报告期电影项目资金

计息增加财务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07,935,778.05 -130,970,217.82 640.53% 本报告期收到的影视项

目投资及分账款较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500,000.00 -461,003,280.00 101.41% 本报告期收回高览投资

款返还款650万；上年同

期有支付东方山水股权

投资款40,000万元及厦

门北文基金实缴6,100万

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1,050,778.94 531,345,680.03 -224.41% 本期全部归还银行贷款

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3,384,999.11 -60,627,817.79 188.05% 上述各项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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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进展的情况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电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东阳长生天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长生天”）、世纪长生天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

长生天”）签署《电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三方就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包含《封神一》、《封神二》、《封神三》

三部影片）开展合作，其中公司投资比例为不高于70%且不低于20%（详见2017年3月17日巨潮资讯网上《重大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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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7-014）。2017年6月，公司与东阳长生天、世纪长生天签署了《电影联合投资及承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

议书”），约定联合开发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三部影片，公司投资比例为70%，东阳长生天与世纪长生天合计投资比例

为30%（其中东阳长生天和世纪长生天的具体投资比例由双方自行决定）。 

2、2020年1月，公司与东阳长生天、无锡封神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署《<电影联合投资及承制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鉴于世纪长生天不参与投资《封神三部曲》且协议书中相关权利全部由东阳长生天享有、义务全部由东阳长生天承担，各方

约定：东阳长生天对《封神一》投资比例为30%；公司同意东阳长生天保留对《封神二》《封神三》的投资权，投资比例均

为30%，并另行签署协议；针对《封神一》已引入及后续继续引入的第三方资金，按照公司占比60%、东阳长生天占比40%

分别计入各自投资份额，并按各自实际引入资金占比承担相关成本；东阳长生天实际出资金额加上引入资金之和超过《封神

一》投资预算30%的部分计入东阳长生天对《封神二》及《封神三》的投资（即东阳长生天享有的《封神一》权益上限不得

超过30%）。 

3、2021年4月22日，公司披露《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为分散投资风险、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

公司分别与西藏慧普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电影<封神一>投资份额转让协议》、《电影<封神二>投资份额转让协议》、

《电影<封神三>投资份额转让协议》，转让《封神三部曲之封神榜现世》《封神三部曲之魔道争锋》《封神三部曲之封神

天下》（暂定名）三部影片各25%份额，转让价格均为2亿元，累计合同金额6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上述转

让款5.5亿元。 

《封神三部曲》于2018年9月5日正式开机。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影片外景拍摄基本已全部杀青，现后期制作中。公司将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对外披露公告。 

二、关于公司股东华力控股减持计划实施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及下期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7），华力控股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约

14,318,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该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华力控股累计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14,29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详见2021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3）。 

三、关于高览投资基金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5年4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北京高览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关于参与

认购北京文化投资基金》的议案。为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力量优势，加强公司的投资能力，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发展

的步伐，同意公司与北京高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览投资”）共同出资1,000万人民币设立北京高览文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览文化”），其中公司持股30%，高览投资持股70%。 

为了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步伐，寻找新的投资标的，高览文化决定发起设立北京高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高览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的商业模式、稳定的盈利能力、稳健的财务状况和优秀的管理层团队等

优良品质的高成长性目标公司，以获得基金资本的增值，并最终实现全体合伙人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出资8,000万元参与认

购高览投资基金（详见2015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25） 

（二）进展情况 

1、2018年5月，公司与高览文化和高览投资基金共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高览投资基金合伙期限延长至2020年5月31日，

并重新约定了投资收入分配及亏损分担条款。 

2、2020年5月，公司与普通合伙人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协商退伙事宜，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影响，各项工作滞后。

经各合伙人协商一致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同意高览投资基金合伙期限延长3个月至2020年8月31日，并尽快按照合伙协议及

补充协议约定完成退伙工作。 

3、2020年10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投资基金的议案》，鉴于高览投

资基金合伙期限届满，同意清算并注销高览投资基金。 

4、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退还投资本金4,050万元，剩余投资款3,950万元返还时间为2021年5月31日前。公司

将根据进展情况对外披露公告。 

四、影视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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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影 

（一）电影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预计）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度 

《你好，李焕英》 2019.09  2021.2.12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贾玲 

主演：贾玲、沈腾、陈赫、张小斐 

已上映 

《东极岛》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总导演：管虎 

导演：王竞 

筹备中 

《749局》 2018.1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陆川 

主演：王俊凯、苗苗、赵立新 

后期制作 

《来都来了》 2019.05 2021.04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 导演：刘奋斗 

监制：张一白 

主演：廖凡、范伟、乔杉、佟丽娅、黄璐、

杜江 

后期制作 

《热带往事》 2018.07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温世培 

监制：宁浩 

主演：彭于晏、张艾嘉 

后期制作 

《让我留在你身边》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监制：张一白 

导演：宋晓飞 

编剧：张嘉佳 

筹备中 

《封神三部曲之封神

榜现世》 

2018.09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编剧：冉平、冉甲男、乌尔善 

后期制作 

《封神三部曲之魔道

争锋》 

2018.09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编剧：冉平、冉甲男、乌尔善 

后期制作 

《封神三部曲之封神

天下》 

2018.09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编剧：冉平、冉甲男、乌尔善 

后期制作 

《白蛇前传之封魔

录》 

2019.1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关尔 

制片人：于晖 

主演：苗夕伦、郭雨婷、栾添、唐颂 

后期制作 

《画江湖之不良帅》 202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沙枫 

导演：沙枫、谢宗翰 

艺术总监：田里 

美术指导：韩忠 

造型指导：陈同勋 

摄影指导：杨振宇 

后期制作 

《画江湖之女帝》 202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沙枫 

导演：沙枫、谢宗翰 

前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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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总监：田里 

美术指导：韩忠 

造型指导：陈同勋 

摄影指导：杨振宇 

（二）电视剧网剧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预计）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度 

《大宋宫词》 2018.06 2021.3.20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投资 编剧：张永琛及其团队 

导演：李少红 

主演：刘涛、周渝民等 

已播出 

《北京往事》 2018.08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韩晗 

主演：韩东君 

后期制作 

《爱归来》 2016.03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王梦继 

编剧：张晓芸、李慧善[韩] 

主演：权相佑、李念、王耀庆 

后期制作 

《我们的西南联大》 2019.08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高翊浚 

编剧：周宇、张婵娟 

艺术总监：黄建新 

主演：王鹤棣 

发行中 

《好好说话》 2019.9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杨栋 

艺术总监/编剧：郝戎 

主演：陈晓、王晓晨、倪大红 

后期制作 

《极品一家人》 2016.03 待定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摩登视界投

资 

导演：孙皓 

编剧：赵犇、黄苇、平平、沈嵘 

发行中 

注：上述经营计划并不代表公司对2021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进展的情

况 
2021 年 04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9

758505&announcementTime=2021-04-22 

关于公司股东华力控股减持计划实施的

情况 
2021 年 03 月 3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

ockCode=000802&announcementId=1209

485550&announcementTime=202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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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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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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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北京京西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慧普华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转让《封神

三部曲之封神榜

现世》（暂定名）

投资份额及对应

的投资收益分配

权益的 25% 

2 亿元 正在履行 0 元 已收到 2 亿元 

北京京西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慧普华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转让《封神

三部曲之魔道争

锋》（暂定名）投

2 亿元 正在履行 0 元 已收到 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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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份额及对应的

投资收益分配权

益的 25% 

北京京西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慧普华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转让《封神

三部曲之封神天

下》（暂定名）投

资份额及对应的

投资收益分配权

益的 25% 

2 亿元 正在履行 0 元 已收到 1.5 亿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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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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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