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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1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9-088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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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锐均（代行）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创意产

业园 
 

电话 0571-85026150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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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71,282.50 575,018,197.91 -5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49,982.55 66,473,818.02 -11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800,998.76 63,773,289.82 -1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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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145,755.40 205,854,809.55 -49.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6 0.1265 -119.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6 0.1265 -119.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8% 9.70%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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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1,802,547.89 2,938,907,431.99 -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482,881.98 238,432,864.53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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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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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7% 193,736,714 0 冻结 170,09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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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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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锐均 境内自然人 0.69% 3,612,208 3,609,156   

张林林 境内自然人 0.38% 2,000,000 0   

杨京生 境内自然人 0.30% 1,600,000 0   

戚家伟 境内自然人 0.28% 1,470,600 0   

凌锦明 境内自然人 0.23% 1,200,000 0   

李跃龙 境内自然人 0.21% 1,1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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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644,4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被动减持 1,315,600 股；

杨京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00,0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增

加了 1,600,000 股；戚家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70,600 股，报告期内

其持有公司股票增加了 1,470,600 股；李跃龙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17,9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增加了 1,1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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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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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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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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市场需求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公司结合实际经营状况，制定符合公司发展，具备可操作性的战略发展规

划和各项经营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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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内容营销的

开拓和新媒体领域的布局，巩固实景娱乐板块的发展，坚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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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公司整体可持续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作品获得了以下荣誉： 

1、电视剧《纳土归宋》获得“2019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2、马仁奇峰荣获“国家森林体验和森林康养重点建设基地”称号。 

3、马仁奇峰荣获“2019中国千山金峰奖最佳人气乡村旅游目的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147.1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5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119.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80.1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4.78%。 

1、影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50万元，收入主要来源于电视剧《浴血红颜》、《家国恩仇记》、《大西北

剿匪记》、《大玉儿传奇》、《太平公主秘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第1-2部、《母爱如山》、《旗袍旗袍》、《隋唐

英雄》第1-5部等的发行收入。报告期内，公司与浙江横店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影视”）签订了《联合投资协

议》，横店影视将对《人民总理周恩来》投资500万元，占该剧的10%。目前，作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和建国70

周年的献礼巨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人民总理周恩来》已经完成后期制作，即将取得发行许可证。同时《人民总理周恩来》

已经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荐播出参考剧目名单“，公司发行部正与央视积极推进发行事宜，预计下半

年将播出。除《人民总理周恩来》外，公司计划于2019下半年开拍重大历史大剧《纳土归宋》。公司已完成该剧的剧本创作，

并已在京举行了高规格剧本论证会，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王强、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中国视协驻会副主席张显、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副总监秦振贵等出席剧本论证会并发言。该剧受到了中宣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视协、中国

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央电视台、浙江省委宣传部、首都师范大学等领导和知名专家高度关注，并获得了“2019

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公司后续将采用更市场化的合作方式，计划引入更多外部优秀的影视投资公司一起联合拍

摄，从而降低公司的投资成本及投资风险。 

2、广告营销业务： 

2019上半年度，对广告行业来说是风险与机遇共存的时刻，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少广告主减少了广告宣传方面的投入。

公司广告营销板块在保障传统媒体代理业务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新媒体领域的布局，加强和知名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同时

在业务模式和内容形式上努力转型，公司广告营销板块业务模式从单一的广告代理向内容营销方面发展，依据客户的具体需

求，进行个性化服务。2019上半年度，公司广告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070.49万元，业务涵盖优质电视媒体资源代理、户外媒

体、内容营销等。报告期内，子公司上海微距社区灯箱媒体业务和全媒体代理业务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与代理公司及4A

公司保持良好的业务关系。子公司浙江中影为艺星整形提供个性化服务，结合艺星整形门店所在城市的实际情况，优化户外

投放形式，达到全时段、高频次、高到达的高效推广效果。2019年上半年，浙江中影与双鹿电池进行了广告代理业务的前期

洽谈，后续正在跟进。报告期内，东方龙辉继续维持CCTV7军事频道广告代理业务，并且执行了东阳影视与长城葡萄酒新

签订的广告代理合同。除此之外，东方龙辉还开展节目内容方面的制作业务，新开发的节目《家乡菜中国味》，成功引进湖

南盐业冠名，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子公司上海玖明继续保持头部卫视广告代理业务稳定发展，同时继续新增在知名互联网平

台投放新媒体广告业务。 

3、实景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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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景娱乐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5,026.6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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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各影视城的影响力、知名度，带动游客量的增

加和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子公司马仁奇峰游客量达41万人次，实现净利润2,636.51万元。2019年春节前夕，马仁奇峰新引入丛林飞龙

和迷宫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单日游客人数创两次历史新高。2019年上半年，马仁奇峰开工建设高空玻璃漂流项目、预计

八月底正式营业；同时马仁奇峰完成玻璃桥等原有设施的提升改造工程，增强了景区的安全性，舒适性。报告期内，公司九

家旅行社根据市场需求，制定新的经营计划，部分旅行社新开拓研学旅游市场，正在寻求新的业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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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公司依据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本次变更新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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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控股子公

司甘肃长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电影”）。西部电影于2019年5月办理完毕工商注销手续，自2019年5

月10日起不再计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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