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905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类别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投资者
人员姓名
时间

2021 年 4 月 27 日 15：00 至 17：0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上市公司接待人 董事、总经理李晓东先生；
员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斌彪先生；
独立董事罗党论先生；
财务总监曾凡清先生。
Q1、贵公司还有多少项目没有参与一季度利润结算？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敬请留意 1 季报。谢谢！
Q2、请问春节电影票价高于往年，电影行业以后会通过提价，
来提高营业收入、毛利率和净利率吗？

投资者关系活动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敬请留意公司今后的业绩发布。谢
主要内容介绍

谢！
Q3、公司有签约的明星吗？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暂未开展经纪业务。
Q4、公司是否有回购计划?谢谢。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的社会公众股比例为 25%，
如若实施回购计划会使得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Q5、被深交所问询是怎么回事？答复了吗？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有关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具体回复内
容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问询函回复公告为准。
Q6、您认为金逸的股价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低估还是高估？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属于市场行
为，受到政策面、资金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股价的短期走势
不能反映公司内在投资价值。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管
理层一直以竭力做好经营，谋求可持续发展为己任，不断提升
内在价值，用持续良好的业绩长期回报广大投资者。
Q7、请就问询函内容做个答复！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有关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具体回复内
容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问询函回复公告为准。
Q8、请问公司理财为何不采用高回报的投资？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理财通常选择 3 个月的银行产
品，确保流动性及稳健性。谢谢！
Q9 、 第 四 季 度 营 业 收 入 369,277,770.77

净利润

-99,745,637.62，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152,504,914.33

净利

润-92,380,131.37，请问四季度营业收入比三季度多了 2 两个
多亿，利润比三季度还亏损大，正常吗？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由于 2020 年疫情影响，闭店影城
16 家，集中 4 季度处理，造成 3、4 季度的差异。谢谢！
Q10、相比同行，业绩亮点和比较优势在哪？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是国内首批进入影院投资运营
的民营企业，影院布局优势明显，超过一半以上影院分布在副
省级以上城市，具有更强的用户溢出效应，先发优势建立了优
质影院品牌，为持续拓展影院建立坚实的基础。
Q11、您好，在拓展非票业务方面，公司提到自制产品，目前
都有哪些？市场销售情况如何？另外在与其他场景融合上，公
司提到引入动漫 IP 主题店，为什么会选择动漫 IP？未来是否

还会与其他领域跨界？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公司自制产品有：多彩缤纷爆米
花、酷薯、现调茶饮、港式点心等；2、目前自制产品销售额
占非饮料类卖品收入的 85%以上；3、由于电影消费和动漫消
费呈现客群重叠、场景重叠和 IP 重叠的特性，引入动漫 IP 主
题店可以充分发挥协同作用；4、公司在部分旗舰影城大堂设
立餐吧，探索餐饮与电影的跨界融合。公司旨在将电影文化+
动漫潮文化+娱乐消费场景结合起来，创造出全新的影院情感
社交新空间，让顾客自步入影城开始感受到电影时光空间故事
主题感。
Q12、您好，公司在 2020 年年报中提到，2021 年计划新增影
城 15 家，目前市场上是否还留有空间给新影院？如果有空间，
主要是在哪里？公司会如何保证旗下影城布局的优化？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公司跟随优质开发商共同拓展新
市场；2、公司在优质城市的成熟商圈有一些新建优质项目；3、
利用大数据综合评估分析项目所在区位周边人口、市场竞争情
况以及城市票房贡献、开发商商业拓展实力来保证旗下影城布
局优化。
Q13、今年公司有哪些投资的新片？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参投并已上映的影片有
《唐人街探案 3》和《千倾澄碧的时代》。
Q14、去年公司研究花费 1 千多万 44 个研究人员 研究的是什
么？产生了什么作用？
A：最近的投资者：您好！主要是用于“数字电影视频数据传
输与放映系统”、“基于新型网络的数字电影发行放映系统”、
“面向电影 4k 高清大屏的画质合成技术处理系统”等研发支
出；主要是提升放映质量。谢谢！
Q15、疫情到现在业绩都没有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你们在疫
情期间用了什么策略来提高业绩，在疫情持续下，公司是不是

没有能力来提高业绩的。
A：您好！2021 年，公司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经营活动：1、
继续强化拓展管理，优化市场布局；2、整合营销方式，优化
产品销售；3、强化品牌形象，研发创新金逸特色影厅，强化
特色影厅布局；4、挖掘非票业务潜力，增强非票业务收入；5、
加大新业务投入，制造新的利润增长点；6、继续降本增效，
为公司持续发展积蓄后劲；7、加强绩效管理，促进业绩提升。
有关详细信息敬请参阅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中的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九、公司未来发发展的展望”
章节具体内容。
Q16、请介绍下接下来暑期、十一、明年春节公司在有哪些投
资的电影或者电视上映。公司一直都只是参与出品，基本没有
主控大片，该方面公司是否有相关计划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持续关注影片投资机会，加
大影片投资力度，目前以参与联合出品为主。未来会在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发掘优质影片的主控机会。
Q17、您好，能否就深交所于 4 月 20 日对贵公司 2020 年年度
报告中疑似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解答？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有关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具体回复内
容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问询函回复公告为准。
Q18、年前买的上影跟中影，年后买了一点贵公司的股票，觉
得还不错，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祝您
生活愉快，投资顺利！
Q19、银行存款 4.09 亿，利息 219.1 万，麻烦解释下。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利息收入为 219.10 万元，同比
上一年度利息收入 571.35 万元，下降 61.65%，主要原因：①
大陆地区活期利率未变，但日均存款额下降及 2019 年公司一
笔保函 400 万保证金的利息收入 33.19 万元，导致 2020 年利

息收入同比下降 34.08 万元，下降 29.96%；②2019 年度香港
定期存款存期多为 3 个月、6 个月，因此利率较高，对应利息
收入较高。2020 年度汇丰银行定期存款以 1 个月、2 个月居多，
利率较低，对应利息收入较低。导致利息收入下降 318.17 万
元，下降 69.53%。报告期内公司利息收入确认合理。
谢谢！
Q20、公司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吗？包括影院或其它方面的业
务。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坚持“展现电影魅力·传播电
影文化”的经营理念，为观众创造一流的电影享受空间，以电
影院终端业务发展为主题，逐步向发行、制作上有业务以及电
影后产品、银幕广告等延伸业务发展，拓展影视传媒产业链，
力求打造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多元化的影视集团公司，成为领先
的电影投资商和运营商之一。
Q21、深交所问询函上是怎么回事，年报都是真实有效，没有
疏漏么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有关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具体回复内
容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问询函回复公告为准。
Q22、今年一季度应该是疫情恢复后的第一个季度，相比 19
年公司净利润出现大幅下跌，而且从猫眼来看，相比于同行业
的万达、横店、上海电影等公司，相比 19 年公司虽然多了几
十家店但是的市场占比也是下跌的比较多的，按照该趋势本年
利润相对 19 年必然下滑。面对利润年年下滑的情况，公司有
没什么解决方法。
A：您好！2021 年，公司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经营活动：1、
继续强化拓展管理，优化市场布局；2、整合营销方式，优化
产品销售；3、强化品牌形象，研发创新金逸特色影厅，强化
特色影厅布局；4、挖掘非票业务潜力，增强非票业务收入；5、
加大新业务投入，制造新的利润增长点；6、继续降本增效，

为公司持续发展积蓄后劲；7、加强绩效管理，促进业绩提升。
Q23、公司资金回报率为何如此低？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资金回报率即在一定时期内的收益
占本金的比率。一般作为衡量基金投资收益程度的参数。谢谢！
Q24、您好，请问年报中公司银行存款的利息怎么那么少？具
体存款的金额多少，存款利率是多少？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银行存款利息按银行规定季结。公
司利息收入为 219.10 万元，同比上一年度利息收入 571.35 万
元，下降 61.65%，主要原因：①大陆地区活期利率未变，但
日均存款额下降及 2019 年公司一笔保函 400 万保证金的利息
收入 33.19 万元，导致 2020 年利息收入同比下降 34.08 万元，
下降 29.96%；②2019 年度香港定期存款存期多为 3 个月、6
个月，因此利率较高，对应利息收入较高。2020 年度汇丰银
行定期存款以 1 个月、2 个月居多，利率较低，对应利息收入
较低。导致利息收入下降 318.17 万元，下降 69.53%。报告期
内公司利息收入确认合理。活期存款的年利率 0.3！谢谢！
Q25、你们的研发费用花在哪里了？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19 年研发费用为 1,163.68
万元，研发人员数量为 41 人，主要是用于“数字电影视频数
据传输与放映系统”、“基于新型网络的数字电影发行放映系
统”、“面向电影 4k 高清大屏的画质合成技术处理系统”等
研发支出。谢谢！
Q26、唐人街探案利润多少？是否计入一季度报？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唐人街探案 3 还在结算中，一季度
报预告未计入。谢谢！
Q27、新成立基金公司运行如何？是否已经产生效益？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专
业投资机构完成了《金逸锦翊（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之有限合伙协议》的签署，同时完成了产业投资基金工商

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已于 2020 年 8 月 7
日进行了第一次支付，支付金额为 3,000 万元。基金运作情况
和效益请关注公司后续进展公告。
Q28、对此次证监会的问询函怎么看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有关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具体回复内
容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问询函回复公告为准。
Q29、尊敬的李董事长：
1. 2021-2023 年公司是否有新增影院的计划？有没有具体的
roadmap 路线呢？影院的饮食服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
是多少呢？2.2020 年发生疫情对院线造成业绩亏损，按照疫
情后实际状况预计多久可以接近正常水平呢？建议公司增大
投资影视制作力度。3.目前从院线板块和自身看公司股价处于
低位，公司有没有考虑进行市值管理呢？有没有员工持股或股
东增持计划呢？希望金逸做大做强！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2021
年公司拟投资新建影城 15 家，计划投资不超 3 亿元。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2、
根据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公司卖品收入合计
37,581,241.59 元，由于 2020 年卖品业务开展受限，该业务
占营业收入比例仅为 6.38%；3、感谢您的建议！金逸影视一
直重视投资者及各相关方利益，努力以优良业绩回馈投资者。
Q30、金逸影视近 2 年来新建影城投资情况如何？新建影城预
计几年开始盈利？加盟影城收益情况如何？加盟影城会不会
影响金逸影城定位及品牌形象？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 年新开影城 11 家，2021
年拟新开影城 15 家；2020 年，公司院线旗下加盟影院 246 家，
完成票房 33,846.65 万元。公司加盟影城与直营影城采用不同

的影城标识，不会影响金逸影城品牌。
Q31、公司后续是否有考虑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者收购上游制
片公司，提升公司的运营和能力
A：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持续努力拓展影视制作投资及
发行业务，同时，为推动公司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竞争力及行
业地位，在实现产业协同效应的同时获取较高的资本增值收
益，2020 年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基
金，充分借助外部专业投资机构的优势资源、投资经验、风险
控制能力，通过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等灵活的投资方式，拓展
以影院为核心的上下游产业，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和业务布局，
提升公司竞争力及行业地位，推动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