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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曾茂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高树达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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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0,927,519.82

1,254,689,755.15

228.44%

524,218,666.57

-599,937,055.03

187.38%

517,592,855.45

-624,383,355.66

182.90%

1,699,430,576.37

128,950,575.40

1,21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50

-0.2886

18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50

-0.2886

18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4.49%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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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8,917,471.20

23,476,060,766.72

3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95,170,337.31

10,140,170,013.70

-4.39%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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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413,303.97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775,779.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8,354.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84,291.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43,846.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04,535.54
6,625,8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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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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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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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2,943

0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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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40%

901,168,241

8,192,462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5%

135,000,000

0

其他

4.80%

107,095,046

107,095,046

莘县融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

45,084,337

45,084,337

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44,165,316

0

互爱（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33,668,675

0

境内自然人

1.35%

30,144,738

0

北京弘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28,041,637

0

世茂影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20,259,318

0

境外法人

0.90%

20,140,613

20,080,321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孙喜双

UBS AG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4,606,56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892,975,779

人民币普通股

892,975,779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0

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4,165,316

人民币普通股

44,165,316

互爱（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668,675

人民币普通股

33,668,675

孙喜双

30,144,738

人民币普通股

30,144,738

北京弘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8,041,637

人民币普通股

28,041,637

世茂影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59,318

人民币普通股

20,259,318

逄宇峰

17,095,473

人民币普通股

17,095,473

15,932,797

人民币普通股

15,932,797

华安财保资管－工商银行－华安财保资管领航 7 号资产管
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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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清远影视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79,922

人民币普通股

11,779,922

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为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莘县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智兴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万达集团影视板块核心人员的持
股平台，与万达投资、万达文化产业集团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
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1,168,241 股，通过中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901,168,24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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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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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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当年

上年末余额/ 上

累计

年累计

应收账款

2,708,959,914.05

1,841,726,497.95

47.09%

主要由于应收电影发行方影片分账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73,098,373.25

45,778,313.76

59.68%

主要由于 hoyts 影城改造支出增加所致

7,338,169,887.70

-

/

开发支出

14,785,191.77

1,188,502.35

1,144.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7,957,713.65

340,122,984.01

37.58%

应付票据

95,435,656.29

188,564,578.69

-49.39%

主要由于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付账款

2,882,870,583.08

1,650,415,209.35

74.68%

主要由于应付投资方影片分账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02,606,227.63

362,920,404.42

-44.17%

主要由于预收影片投资款结转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3,601,131.39

40,961,624.22

152.92%

主要由于待结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7,963,740,334.71

-

/

2,403,278.27

-100.00%

7,738,277.52

5,672,823.31

36.41%

营业收入

4,120,927,519.82

1,254,689,755.15

228.44%

营业成本

2,612,625,588.92

1,393,690,359.05

87.46%

税金及附加

116,473,728.28

18,340,460.39

535.06%

销售费用

388,183,926.75

117,653,996.79

229.94%

财务费用

207,738,193.62

72,593,369.15

186.17%

投资收益

11,710,436.48

-1,890,769.97

719.35%

主要由于联营企业五洲发行本期盈利所致

3,907,018.38

-1,620,736.31

341.06%

主要由于本期转回坏账准备所致

-5,527,226.90

301.11

-1,835,717.18%

本期影城处置资产产生损失所致

2,968,745.48

464,700.29

538.85%

科目名称

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营业外收入

所致

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所致

由于实行新租赁准则确认所致
主要由于实行新租赁准则，长期应付融资租赁款
重分类至租赁负债
主要由于 hoyts 计提长期激励所致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影城停业，本期恢
复正常经营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影城停业，本期恢
复正常经营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影城停业，本期恢
复正常经营
主要由于影片广告宣发费增加所致
主要由于实行新租赁准则，新增加未确认融资费

资产处置损益（损
失以“－”号填列）

由于实行新租赁准则确认所致

主要由于实行新租赁准则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变动原因

主要由于内部用软件研发支出未达到结转条件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同比增减

用摊销所致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业主违约金及赔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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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9,342,665.77

286,252.04

3,163.79%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47,088.93

-3,360,440.46

-163.89%

主要由于计提当期所得税所致
主要由于（1）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影城停业，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99,430,576.37

128,950,575.40

1,217.89%

账款，尚未支付给其余投资方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8,246,699.72

-204,374,076.82

124.22%

主要由于上期受疫情影响，缩减长期资产支出
主要由于（1）借款净支出较上期增加 （2）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本期恢复正常经营（2）收到影片发行方部分分

-1,079,194,324.40

-506,829,986.87

112.93%

照新租赁准则规定，租赁付款由“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变为“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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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1年第一季度，随着国内疫情管控渐趋平稳，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恢复良好，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1、报告期内，全国实现总票房164.97亿元（不含服务费），同比增长705%，观影人次4.23亿，同比
增长604%，公司实现票房22.62亿，同比增长861%，观影人次5,223万，同比增长683%，增长幅度均高于
国内大盘水平。2021年1-3月，公司旗下影院（含特许经营加盟）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5.9%、13.4%和17.8%，
累计市场占有率为14.5%，除春节档受溢出效应影响较大之外，市场份额较往年同期有较高提升。截至2021
年3月31日，公司国内拥有已开业影院712家，6,180块银幕，其中直营影院652家，5,727块银幕，特许经营
加盟影院60家，453块银幕。
报告期内，澳洲院线实现票房1.61亿元1，同比下降53%，观影人次200万，同比下降56%，亏损较2020
年第四季度有所收窄。随着全球抗疫措施的升级和推广，境外疫情形势有望好转，澳洲院线各项业务预计
2021年下半年将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
2、报告期内，由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主投主控的电影《海底小纵队：火焰之杯》于2021年1
月8日上映，实现票房5,324.7万元；电影《唐人街探案3》于2021年2月11日上映，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
影片国内累计实现总票房45.23亿元，并创下中国电影多项票房纪录。电视剧方面，由子公司浙江东阳新媒
诚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参与投资拍摄的《妈妈在等你》和《号手就位》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等多
个平台播出。
（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1

一季度澳洲院线实现票房 3210 万澳元，汇率按报告期初期末汇率均值折算，即 1 澳币=5.01 人民币
7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执行新租赁准则后，原来未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的租赁资产将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因此将对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净利润等
一系列财务指标产生较大的影响。在首次执行新准则的年度，企业资产负债率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期间
费用也会增加，进而对当期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但随着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的逐年摊销，租赁负债未
确认融资费用产生的财务费用将逐年降低，使用权资产折旧费用按直线法摊销，则企业会呈现期间费用“前
高后低”的模式，企业总体利润也会出现“前低后高”的状态。
根据新租赁准则规定，公司需对固定租金或有保底租金的租赁合同确认相关资产、负债，因此本次调
整将相应增加公司2021年期初资产总额及负债总额，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同时，如不考虑新增影城租赁情
况，公司预计执行新准则的第一年、第二年利润总额将有所减少，第三年进入平衡期，以后利润总额将开
始逐年增加，但期间内总体利润保持不变。
2、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按照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公司自 2021 年1月1日起按新准
则要求进行衔接会计处理，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范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租赁事项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
报等方面，根据首次执行日的累积影响数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四节
财务报表“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3、新租赁准则的执行将导致2021年第一季度期末资产负债率增加13.65%，预计将减少公司2021年利
润总额约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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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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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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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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2020 〕 1664 号 ） 核 准 ， 公 司 非 公 开 发 行 196,050,866 股 A 股 股 票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2,928,999,938.04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96,034,372.03 元。以上募集
资金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2020]第 35-00007
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审验，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招商银行大连分行、民生银
行北京正义路支行、恒丰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和兴业银行北京丰台支行进行专户存储。“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及偿还借款”项目已于2020年实施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新建影院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入12,496.78万元，使用自有资金投入3,521.39万，使
用商业承诺汇票支付5,136.82万元，合计投入21,154.99万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新建影院项目”累计投
入44,395.04万元，项目投资进度为21.9%。
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商业承兑
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由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企直联支付系统切
换需要一定时间，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及商业承兑
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公司将尽快完成上述资金的置换工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
分款项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2021-0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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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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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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