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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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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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世纪 股票代码 00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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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虹 陈亚兰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5号富力海洋广场6幢2201室

传真 023-88639061

电话 023-88639066 023-88639062

电子信箱 hr_board@hrcentury.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业务链涵盖电视剧、电影的投资、制作和发行，艺人经纪，游戏开发等相关服

务；相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业务布局，并且各业务环节紧密结合，相互之

间初步形成了整合和协同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综合性、高品质文化娱乐内容供应。 其中主要包括：精品

影视内容供应、艺人经纪及游戏等娱乐内容供应。

公司艺人队伍稳定，截止到本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杨紫、任嘉伦、秦俊杰、茅子俊、颖儿、

袁冰妍、赵樱子、成毅、韩栋、张睿、李曼、王劲松等51位签约艺人。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对剧本《喜欢你》《三国周瑜传》《镜花缘传奇》《天

子传说之左手印》《血色将至》、小说《盗墓笔记》《琉璃美人煞》《古剑奇谭》《十年一品温

如言》《南风知我意》《吉祥纹莲花楼》《昆仑》《永不瞑目》《战衡阳》《蝮蛇行动》《沉香

如屑》《跨过千年来爱你》《轩辕诀》《枭臣》《东成西就》《西游之玄奘成魔》《心机（绝情

华尔街）》《都市风水师》《灵猫侦探》《卿云歌》《捍卫者》《未亡日》《叫我特种兵》《摄

魂谷》《画地为牢》《血色翡翠城（宝石猎手）》《长恨宫》《楼兰》的影视剧改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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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1,328,466,998.51 1,567,214,149.69 -15.23% 738,552,64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616,556.17 422,071,618.20 -23.09% 265,073,13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6,656,554.25 380,233,429.16 -27.24% 249,828,48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767,107.43 -432,361,081.69

净流出额增加

50.05%

40,578,21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43 -23.26%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43 -23.26%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9% 14.51% -4.62% 24.89%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年末

总资产 4,912,224,429.22 4,104,718,313.94 19.67% 3,284,816,86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46,523,467.46 3,120,347,511.29 10.45% 2,698,275,893.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8,738,712.30

176,877,

997.51

271,700,

773.85

801,149,

5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1,096.72 41,702,019.14

122,567,

864.79

151,935,

57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4,506.70 38,582,332.82

119,698,

130.54

118,001,

58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935,

369.83

-294,987,

130.40

-36,793,

819.06

-14,050,

7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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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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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联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7% 106,651,376 106,651,376 质押

105,504,

587

钟君艳 境内自然人 6.17% 60,569,259 56,638,818 质押 56,638,817

天津欢瑞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1% 57,938,783 57,938,783 质押 24,299,400

青宥仟和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51,241,586 22,935,779 质押 22,935,821

浙江欢瑞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 49,194,111 49,194,111 质押 49,194,110

南京顺拓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35,741,267 30,737,490 质押 30,737,490

弘道天华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青宥瑞禾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质押 22,935,779

中达珠宝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 22,335,334 4,155,576

包头龙邦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21,470,583 18,464,702 质押 18,464,7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欢瑞、浙江欢瑞、欢瑞联合和钟君艳以及本项未列入前10名股东名册里的陈援、陈平、钟金章、

钟开阳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青宥仟和、青宥瑞禾、弘道天华以及未

列入前10名股东名册的弘道晋商和深圳弘道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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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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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目前业务链涵盖电视剧、电影的投资、制作和发行，艺人经纪，游戏开发等相关服

务；相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业务布局，并且各业务环节紧密结合，相互之

间初步形成了整合和协同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综合性、高品质文化娱乐内容供应。 其中主要包括：精品

影视内容供应、艺人经纪及游戏等娱乐内容供应。

公司艺人队伍稳定，截止到本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杨紫、任嘉伦、秦俊杰、茅子俊、颖儿、

袁冰妍、赵樱子、成毅、韩栋、张睿、李曼、王劲松等51位签约艺人。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对剧本《喜欢你》《三国周瑜传》《镜花缘传奇》《天

子传说之左手印》《血色将至》、小说《盗墓笔记》《琉璃美人煞》《古剑奇谭》《十年一品温

如言》《南风知我意》《吉祥纹莲花楼》《昆仑》《永不瞑目》《战衡阳》《蝮蛇行动》《沉香

如屑》《跨过千年来爱你》《轩辕诀》《枭臣》《东成西就》《西游之玄奘成魔》《心机（绝情

华尔街）》《都市风水师》《灵猫侦探》《卿云歌》《捍卫者》《未亡日》《叫我特种兵》《摄

魂谷》《画地为牢》《血色翡翠城（宝石猎手）》《长恨宫》《楼兰》的影视剧改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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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影视剧及衍生品

1,114,068,

215.89

539,218,

829.29

51.60% -24.36% -37.15% 9.85%

艺人经纪 211,106,329.78 7,613,677.41 96.39% 135.39% 0.90% 4.81%

其他 3,292,452.84 2,388,327.56 27.46% -30.20% -30.3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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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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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

变更， 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执行此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

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

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

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

关联方》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

变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

追溯调整2017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及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2,000,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21,670,392.86

应收账款 1,719,670,392.86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48,769,948.20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8,769,948.20

固定资产 36,957,210.64

固定资产 36,957,210.64

固定资产清理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04,456,655.91

应付账款 304,456,655.91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29,793,719.16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29,793,719.16

追溯调整2017年度的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

调整前 调整前

管理费用 51,668,514.85

管理费用 51,668,514.85

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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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比例

报告期取得的

股权转让收益

东阳品格传媒有限公司 转让21%的股权 2018/9/21 30% 551,759.79

注销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霍尔果斯欢瑞世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8/12/12 -121,285.46 -44,094.22

欢瑞世纪（北京）音乐文化有限公司 注销 2018/9/11 -218,911.37 -94,1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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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是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15:00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无缺席会议和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四）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君艳女士主持，财务总监李文武先生、董事会秘书徐虹先生

列席。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该议案详细内容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2018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8-245号）表明，

母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为251.05万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8,924.84万元，实际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为-48,673.79万元。

由于公司近3年（包括本报告期）母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连续为负，同时考虑到欢瑞影

视系本公司的重要子公司，其财务重要性高达90%以上，若将本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的收

益收回，则会影响欢瑞影视的长远发展，故，公司2018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

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2018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详细内容将与本公告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2018年年度

报告摘要》的详细内容将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该议案详细内容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事项

专项说明，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报审计师” ）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编制了《对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事项专项说明》。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年报审计师出具了 《关于对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以上说明文件的详细内容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八）审议通过了《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

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2018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

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

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详细内容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说明》，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该议案详细内容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

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

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的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详情请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

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的详细内容将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详细内容将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2018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决定于2019年5月23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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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其它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本次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09:30～11:30、13:00～

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15:00～2019年5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17日。 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A1座10层

1004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符合审议条件，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二）本次会议需审议的提案是：

1、《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关于2018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6、《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

制有效性审计机构的提案》。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情请见2019年4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其它事项

1、上述提案为普通议案。 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且分类计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并披露。

2、本次提案不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不安排公司股票停牌。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18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

6.00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7.0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有效性审

计机构的提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时间和地点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

登记时间：2019年5月17日～2019年5月22日的每个工作日09:00～17:00，2019年5月

23日09:00～14:30。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A1座10层1003室。

（二）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三）会议联系方式：

1、电话：023-88639062，联系人：徐 虹、陈亚兰。

010-65009170，联系人：童知秋、李本燕。

2、传真：023-88639061、010-65001540。

（四）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

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一）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92” ，投票简称为“欢瑞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

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

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0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本公司/人） 出席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

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该列

打勾的

栏 目 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18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

6.00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工作报告 √

7.0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有

效性审计机构的提案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注明：此“授权委托书” 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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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是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15:00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2名，职工监事陈亚兰女士因事请假不能出席本

次会议，委托监事洪丹丹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

（四）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张俊平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徐虹先生列席。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将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详细内容将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出具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意见。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年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审

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监事会对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

计报告所涉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该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监事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对董事会所作的专项说明均无异议。

（四）审议通过了《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保证公司规范管理运作，健康发展，保

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报告期内，公司有效执行了各项制度，未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

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

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

明》。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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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钟君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文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童知秋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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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19,969.17 78,738,712.30 -2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96,837.74 8,411,096.72 2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953,278.64 374,506.70 2,55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223,754.59 -302,935,369.83 净流出额减少8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1 0.0086 29.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1 0.0086 29.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0.2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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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2,929,496.33 4,912,224,429.22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57,420,305.20 3,446,523,467.46 0.32%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主要系报告期艺人经纪收入大幅增长所致，而银行理

财收益较上年同期较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金额 2018年1-3月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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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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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357.00 1,890,24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886,792.4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754,716.98 3,773,584.9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800,000.00 2,793,315.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8,072.75 -432,147.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4,519.70 1,875,194.92

合计 943,559.10 8,036,5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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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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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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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联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7% 106,651,376 106,651,376 质押 105,504,587

钟君艳 境内自然人 6.17% 60,569,259 56,638,818 质押 56,638,817

天津欢瑞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1% 57,938,783 57,938,783 质押 24,299,400

青宥仟和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51,241,586 22,935,779 质押 22,935,821

浙江欢瑞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 49,194,111 49,194,111 质押 49,194,110

南京顺拓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35,741,267 30,737,490 质押 30,737,490

弘道天华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青宥瑞禾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质押 22,935,779

包头龙邦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21,470,583 18,464,702 质押 18,464,702

深圳弘道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20,69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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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8,305,807 人民币普通股 28,305,807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693,850 人民币普通股 20,693,8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0

萍乡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84,158 人民币普通股 15,584,158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915,021 人民币普通股 13,915,021

新时代宏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781,816 人民币普通股 13,781,816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3,546,050 人民币普通股 13,546,050

东海证券创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11,872,261 人民币普通股 11,872,261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宿迁华元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20,466 人民币普通股 6,020,4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欢瑞、浙江欢瑞、欢瑞联合和钟君艳以及本项未列入前10名股东名册里的陈援、陈平、钟金章、钟开阳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青宥仟和、青宥瑞禾、弘道天华和深圳弘道以及未列入前10名

股东名册的弘道晋商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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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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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或

本报告期）

上年度期末

（或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79,564,735.31 493,740,988.01 57.89%

主要系报告期上年购买的4亿元银行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所致。

预付款项 288,500,779.65 168,820,421.88 70.89% 主要系对外投出的联合摄制款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0.00 401,800,000.00 -100.00% 系报告期4亿元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营业成本 3,996,741.91 47,244,014.94 -91.54%

主要系报告期未发生电视剧发行收入而无相应

的成本结转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241,468.48 3,239,228.81 247.04% 主要系报告期艺人经纪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223,754.59 -302,935,369.83

净流出额减少

84.41%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账款回款金额大于上年同期

而支付的电视剧拍摄制作费用金额小于上年同

期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0,894,881.05 -327,893,950.40

净流出额减少

213.11%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净额大于

上年同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847,379.16 58,489,996.45

净流入额减少

164.71%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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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年7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渝证调查字2017031号）。 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触及13.2.1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

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

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正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17年

07月18日

公告编号：2017-74， 公告名称：《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

告》。 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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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根据本公司与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影视” ）原股东钟君艳等34名自然人以及浙江欢瑞世纪文化

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26�家机构签订的《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欢瑞影视原股东承诺欢瑞影视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41亿元、2.90亿元和3.68亿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3亿元、2.70亿元和3.43亿元。在承诺期间内,欢瑞影视每一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际净利润或实际扣非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或承诺扣非净利润数额时，欢瑞影视原股东应按利润补偿协

议进行补偿。

1、欢瑞影视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度

实际盈利数 承诺数 差异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2,509.60 36,800.00 -4,290.40 88.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8,651.92 34,300.00 -5,648.08 83.53%

2、欢瑞影视业绩承诺累计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会计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实际盈利数 承诺数 完成率 实际盈利数 承诺数 完成率

2018年度 32,509.60 36,800.00 88.34% 28,651.92 34,300.00 83.53%

2017年度 39,280.86 29,000.00 135.45% 37,588.57 27,000.00 139.22%

2016年度 26,952.59 24,100.00 111.84% 25,420.38 22,300.00 113.99%

累计完成 98,743.05 89,900.00 109.84% 91,660.87 83,600.00 109.64%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欢瑞世纪 （东阳） 影视传媒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9]���

8-250号）中“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之“截至2018年12月31日，欢瑞影视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电视剧《天下长安》应收账款账面余

额为5.06亿元，欢瑞影视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0.25亿元。 鉴于电视剧《天下长安》在2018年存在

未按卫视计划档期播出且至今仍未播出的情况，在公司配合下我们实施了必要的核查程序，但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

上述情况对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天下长安》相关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做出调整。 ”

鉴于上述情况，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公司财务顾问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法判断欢瑞影视是否完成

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鉴证意见。

四、对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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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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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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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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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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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