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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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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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化 股票代码 0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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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晨 江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号北京文化产业园C楼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号北京文化产业园C楼

传真 57807778 57807778

电话 57807786 57807780

电子信箱 chenc@bjc-ent.com 000802@bjc-en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影视文化业务，包含电影、电视剧网剧、艺人经纪、新媒体等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原

有旅游景区业务以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等景区为主，兼营酒店餐饮服务等业务。 公司在目前打造全产

业链文化集团的大战略下，不断增强电影的投资、制作、营销和发行能力，同时探索大数据互联网营销和

平台建设。此外，依托原有旅游景区业务及团队优势，公司积极向与影视业务深度结合的旅游文化方向进

行尝试和拓展。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下行、行业监管趋严的影响，影视行业处于规范调整期，竞争环境及市场需求

发生了新的变化，短期内对整体影视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均造成较大影响。根据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电影票房达642.66亿元，同比增长5.4%，整体增速持续放缓。 2019年全国观影银幕数69,787块，

同比增长16.2%，但观影总人次17.27亿，同比增长不足1%。 观众购买力与购买意愿下降，观影口味上升，

观影消费逐渐理性化，口碑驱动消费的趋势愈发突出。 电视剧网剧去库存、去产能持续。 根据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备案剧目905部，同比减少22.18%；获准发行剧目254部，同比

减少21.36%。 但电视剧行业内整体仍供大于求，库存积压严重，行业资金周转缓慢。 同时受宏观经济和监

管政策影响，行业整体逐步回归理性，下游剧集版权价格出现回落，提高了前期投资制作成本相对较高的

部分项目在本期的发行难度，放缓了发行进度，对影视剧项目的毛利率和应收账款回收造成较大影响。受

行业税收波动、演员限薪、平台限价影响，2019年，影视剧开机率大幅降低，艺人业务量明显减少，整体薪

酬大幅下滑，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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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55,335,357.54

1,205,051,

849.73

741,355,130.12 15.37%

1,321,001,

513.90

1,321,001,

51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5,834,

809.46

325,817,954.97 125,105,283.36 -1,943.12% 310,333,510.41 310,333,5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81,849,

336.65

309,915,792.55 109,203,120.94 -2,189.55% 300,103,743.50 300,103,74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8,199,247.16 89,923,829.29 89,923,829.29 -687.39% -394,446,989.16 -394,446,989.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22 0.4524 0.1737 -1,953.77% 0.4274 0.42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22 0.4524 0.1737 -1,953.77% 0.4274 0.42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09% 6.61% 2.54% -64.63% 6.71% 6.71%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7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4,577,226,

290.13

6,640,256,

217.66

6,472,935,

974.11

-29.29%

5,639,645,

106.68

5,639,645,

10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99,863,

271.97

5,088,578,

238.54

4,887,865,

566.93

-48.86%

4,787,313,

269.03

4,787,313,

269.0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

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现的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公司在2019年度对子公司进行的

内部审计及资产清查中，通过对2019年期初余额涉及的有关往来账户、存货及现有影视项目的合同等资

料全面清查、核实，并与相关业务客户、合作方的核对，发现在2018年度存在对在制剧投资收益权转让确

认收入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对通过自查自纠共计补缴以前年度税款计入

2019年度损益的处理、对2018年职工薪酬年奖金及2018年12月社保费用在支付时计入2019年度损益的

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规定。公司对上述事项作为会计差错，进行

了追溯调整（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25）。 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

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 （2020）第

010178号），并就上述事项与前任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4,842,184.23 27,265,364.27 642,595,812.93 147,312,63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97,196.12 -38,105,981.46 172,529,034.66 -2,461,982,26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497,196.12 -38,181,570.52 172,529,034.66 -2,456,108,79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6,973,189.37 -79,417,663.57 145,183,731.56 33,007,8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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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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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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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6% 108,510,309 0

质押 106,540,588

冻结 108,510,309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6% 46,216,718 0 质押 33,000,261

新疆嘉梦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1% 37,990,695 0 质押 12,540,000

石河子无极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4% 25,335,012 0 质押 25,335,003

西藏九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2% 23,758,570 0 质押 23,758,567

台州铭泰矿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 14,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组合

其他 0.87% 6,219,928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投

连-个险投连

其他 0.87% 6,219,928 0

沈奇辉 境内自然人 0.86% 6,18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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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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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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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围绕2019年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工作，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涵盖电影、电视剧网剧、艺

人经纪、新媒体及旅游文化等。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533.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7%；营

业利润-232,789.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44.16%；利润总额-235,267.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

159.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583.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43.12%，主要原因是全

资子公司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经营业绩下滑，基于审慎原则，公司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和商誉减值

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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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 783,149,219.22 93,675,239.05 11.85% 50.96% 131.55% -30.81%

电视剧网剧 89,377,945.46 -45,551,248.52 -1,744.43% -82.74% -49.87% -99.00%

艺人经纪 27,431,433.78 21,195,997.97 77.27% -63.96% -54.58%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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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世纪伙伴” ）主要从事电视剧业务，

受经营团队变化、行业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影响报告期收入大幅下滑；公司电影板块收入保持增长，相应营

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世纪伙伴和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基于审慎原则，公司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

备和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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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3月21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中，对于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

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903,897,352.98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903,897,352.9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84,813,852.6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84,813,852.62

应收款项融资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82,265,927.2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82,265,927.25

持有至到期投资 摊余成本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债务工具）

其他债权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07,5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07,500,000.00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50,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50,000,000.00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

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 444,897,051.62 444,897,051.62 444,897,051.62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60,083,199.00 60,083,199.00 60,083,199.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84,813,852.62 384,813,852.62 384,813,852.62

其他应收款 329,664,730.77 329,664,730.77 329,664,730.77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47,398,803.52 47,398,803.52 47,398,803.52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82,265,927.25 282,265,927.25 282,265,927.25

长期应收款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107,500,000.00

减：转出至其他债权投资

减：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07,500,000.0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107,500,000.00 107,500,000.00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07,500,000.00 107,500,000.00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60,083,199.00 60,083,199.00 60,083,199.0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47,398,803.52 47,398,803.52 47,398,803.52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债务工具）：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财

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

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

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

司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未产生影响。

2019年10月28日公司第七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

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

财务报表。 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文件

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

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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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

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现的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公司在2019年度对子公司进行的

内部审计及资产清查中，通过对2019年期初余额涉及的有关往来账户、存货及现有影视项目的合同等资

料全面清查、核实，并与相关业务客户、合作方的核对，发现在2018年度存在对在制剧投资收益权转让确

认收入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对通过自查自纠共计补缴以前年度税款计入

2019年度损益的处理、对2018年职工薪酬年奖金及2018年12月社保费用在支付时计入2019年度损益的

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规定。公司对上述事项作为会计差错，进行

了追溯调整（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25）。 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

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 （2020）第

010178号），并就上述事项与前任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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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变动原因

北京小河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成立

北文时代（厦门）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成立

天津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成立

上海摩天之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成立

北京潭柘嘉福宾舍饭店有限公司 转让

西藏摩咖轮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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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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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8名，参与表决董事8名。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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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认真审议、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现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将

作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详见2020年4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告。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现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533.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7%；营业利润-232,789.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44.16%；利润总额-235,

267.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59.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583.48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1,943.12%，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经营业绩下滑，基于审慎原则，公司计提

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和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583.48万元，母公司净利润-209,816.92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的未分配利润

为-143,547.83万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55,330.60万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规定，鉴于公司

2019年度合并口径及母公司报表口径未分配利润为负值，且公司目前资金压力较大，为了保持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2019年度不分配利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安排，《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应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指定网站上披露。 现公司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完

成。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5、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监局等的要求，公司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编写了《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详见2020年4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有关公告。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6、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公司编写了《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并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详见2020年4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告。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计提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存货、应收款项、预付

款项、商誉、固定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基于谨慎性原

则，同意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24,684万元（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计提

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4）。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

现的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涉及公司2018年年度、2019年第一季度、2019年半年度及

2019年第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2019年度审计

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前期

重大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9、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等规章制度的规定，为了进一步强化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促进公司提升工作效率及经营效益，结合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依据公

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公司2020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方案使用对象：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本方案使用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三、薪酬标准

1、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1）公司董事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按照所担任的管理职务领取薪酬，不再单独领取董事津贴。未

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按与其签订的合同为准。

（2）公司独立董事每年津贴为12万元。

2、公司监事薪酬方案

公司监事按其在公司担任的实际工作岗位领取薪酬。 公司监事每年津贴为2.4万元。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领取薪酬。

四、发放办法

1、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计算。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

予以发放。

3、上述薪酬为税前金额，涉及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了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为公

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雇员购买责任保险，赔偿限额5,000万元，保险费用不超过50万元/

年，保险期间12个月（具体以保险公司最终报价审批数据为准）。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相关责任人员；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用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 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

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1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76万元，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减少3,366.46万元，同比减少

96.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3.55万元，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减少173.83万元，同比减

少9.93%。 详见2020年4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有关公告。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世纪伙伴 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世纪伙伴从事电视剧业务，受电视剧行业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对世纪伙伴商

誉、资产计提大额减值。 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提高管理效率，节约成本费用，减少经营风险，同意公司与北

京福义兴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义兴达” ）签署《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及委托资产处置合同》，公司将持有的世纪伙伴100%股权转让给福义兴达，转让对价为人民币4,800万

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世纪伙伴将不再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制度，同意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函〔1997〕63号文批准，由北京京西经济

开发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其主要经营性净资产折股，并向社会公开募

集股份而设立；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注册号110000005118606。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函〔1997〕63号文批准，由北京京西经济

开发公司（2001年9月由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北

京戈德电子移动商务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其主要经营性净资产

折股， 并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而设立； 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5118606。

……

2 第十七条 公司的股票必须在指定的机构集中托管。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集中存管。

3

第二十五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

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

（一）公开发行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向股东配售股份；

（四）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五）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发行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债券；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

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

（一）公开发行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

4

第一百七十二条 凡有《公司法》第146条情形之一以及被国家证券管理

部门宣布为市场禁入的，不得担任总裁、副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在任总裁、副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现《公司法》第147条规

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的，公司董事会应当

自知道情况发生之日起，立即停止总裁、副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

行职责，并建议董事会予以解聘。

第一百七十二条 凡有《公司法》第146条情形之一以及被国家证券管理

部门宣布为市场禁入的，不得担任总裁、副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在任总裁、副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现《公司法》第146条规

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的，公司董事会应当

自知道情况发生之日起，立即停止总裁、副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

行职责，并建议董事会予以解聘。

除以上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5月20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的以下议案：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6、《关于计提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7、《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8、《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9、《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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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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园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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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77,642.85 31,522,824.86 34,842,184.23 -9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235,504.69 -27,129,624.18 -17,497,196.12 -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9,870,244.43 -25,347,620.14 -15,715,192.08 -2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970,217.82 -626,973,189.37 -626,973,189.37 7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9 -0.0379 -0.0244 -1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9 -0.0379 -0.0244 -1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0.54% -0.70%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957,248,461.44 6,228,761,925.56 4,577,226,290.13 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0,627,767.29 5,049,894,414.36 2,499,863,271.97 -0.7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

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现的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公司在2019年度对子公司进行的

内部审计及资产清查中，通过对2019年期初余额涉及的有关往来账户、存货及现有影视项目的合同等资

料全面清查、核实，并与相关业务客户、合作方的核对，发现在2018年度存在对在制剧投资收益权转让确

认收入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对通过自查自纠共计补缴以前年度税款计入

2019年度损益的处理、对2018年职工薪酬年奖金及2018年12月社保费用在支付时计入2019年度损益的

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规定。公司对上述事项作为会计差错，进行

了追溯调整（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25）。 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

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 （2020）第

010178号），并就上述事项与前任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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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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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445.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3.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1,579.91

合计 634,73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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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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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6% 108,510,309 0

质押 106,540,588

冻结 108,510,309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4% 46,082,118 0 质押 33,000,261

新疆嘉梦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1% 37,990,695 0 质押 12,54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媒体

互联网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59% 32,849,17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智能

生活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91% 27,979,614 0

西藏九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 23,758,570 0 质押 23,758,567

石河子无极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5% 20,435,012 0 质押 19,735,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新

生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3% 16,661,031 0

台州铭泰矿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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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8,510,309 人民币普通股 108,510,309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6,082,118 人民币普通股 46,082,118

新疆嘉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990,695 人民币普通股 37,990,6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

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849,176 人民币普通股 32,849,17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生活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979,614 人民币普通股 27,979,614

西藏九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758,570 人民币普通股 23,758,570

石河子无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35,012 人民币普通股 20,435,0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生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61,031 人民币普通股 16,661,031

台州铭泰矿业有限公司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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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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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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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77,642.85 34,842,184.23 -96.62%

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减

少旅游景区收入

营业成本 796,566.97 4,698,407.59 -83.05%

本报告期与上年比减少旅游

景区成本

销售费用 412,356.26 1,407,620.38 -70.71% 本报告期销售人员成本降低

管理费用 21,653,440.62 48,071,883.37 -54.96%

本报告期没有旅游景区相关

成本发生

财务费用 4,974,334.96 -695,245.56 815.48%

本报告期贷款利息较上年同

期增加500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0,970,217.82 -626,973,189.37 79.11%

本报告期支付的影视项目投

资款及分账款较上年下降，上

年同期支付分账款29,250万

元；代扣代缴影视项目其他投

资方税金21,350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1,003,280.00 -176,389,836.75 -161.35%

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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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年同期有支付舟山基金 17,

500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1,345,680.03 142,820,487.50 272.04%

本报告期收到银行短期借款

6.1亿元；上期收到融资租赁款

1亿元和银行贷款6,000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0,627,817.79 -660,542,538.62 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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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重大合同进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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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长生天影业（北京）有限公司签署《电

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三方就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开展合作（详见2017年3月17日巨潮资讯网上

《重大合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4）。

2018年9月5日，电影《封神三部曲》正式开机。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电影《封神三部曲》外景拍摄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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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潭柘寺、戒台寺退市的情况

（一）情况说明

1、2016年2月2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 ）《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做好潭、戒两寺退市工作有关事宜的函》（门政函〈2016〉16号）（详见2016年2月4

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6-08）。

2、2016年6月8日，公司收到区政府《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关于潭、戒两寺退市有关事宜的函》

（门政函 〈2016〉72号）（详见2016年6月13日巨潮资讯网上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6-70）。

（二）进展情况

1、2016年6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潭、戒两寺退市

相关事宜的协议〉的议案》和《关于签署〈关于潭、戒两寺退市相关事宜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区旅游委” ）签署《关于潭、戒两寺退市相关事宜

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协议约定：①区旅游委收回潭柘寺、戒台寺两寺经营权和管理权，并成立潭戒景区

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潭、戒景区的日常管理工作；②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我公司协助潭戒

景区管理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工作；③2019年6月1日起，两寺寺内资产交予区旅游委，由区旅游委自主管理

（详见2016年7月2日巨潮资讯网上《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95）。 公司已将《关于签

署〈关于潭、戒两寺退市相关事宜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提交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 公司根据协议要求于2019年5月将潭柘、戒台景区交予门头沟区旅游委。

2、2020年1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潭柘寺、戒台寺、妙峰

山交接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区文化和旅游局” ）签

署《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交接协议书》，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区文化和旅游局以2,400万元的价格受

让公司在承包经营期间单独投资项目的全部资产（详见2020年1月4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归还潭柘寺

景区、戒台寺景区、妙峰山景区经营权及转让全部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

三、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的情况

1、信托计划被动减持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控股” ）增持公司股份的“陕国

投·聚宝盆98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因市场融资环境紧张，信托计划

期限届满，华力控股积极与有关各方沟通协商，商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措施，但信托资金方于2020年3

月11日至3月12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02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56%，导致

被动减持。 本次被动减持后，信托计划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详见2020年3月14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3）。

2、华力控股筹划股份协议转让的情况

华力控股与北京市文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投资” ）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华力

控股拟向文科投资牵头搭建的投资并购平台或指定的第三方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108,510,3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6%，具体转让价格待收购方完成尽职调查工作后，由各方友好协商后通过签署协

议确定（详见2020年2月12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第一大股东签署〈合作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0）。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华力控股部分股份存在被处置风险的情况

因华力控股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的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根据执行裁

定上海金融法院将拍卖、 变卖华力控股持有的公司无限制流通股54,473,628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

7.61%）。 华力控股已与海通证券积极沟通，上述股票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详见2020年4月23日巨潮资

讯网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存在被处置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9）。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华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08,510,3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6%，其中累计质押

股份106,540,5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88%； 累计被冻结股份108,510,30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6%，不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违规减持的情况

为偿还金融机构融资利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

宝藏” ） 于2020年2月14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4,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西藏金宝藏未在本次减持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

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构成违规减持（详见2020年2月1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违

规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1）。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西藏金宝藏持有公司股份46,082,1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4%。公司将持续关

注股东持股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关于子公司世纪伙伴的情况

受行业整体经营情况和监管政策影响，2019年，公司压缩了电视剧业务规模和产量，同时对世纪伙伴

业务人员进行调整。 经公司内审人员对世纪伙伴重要合同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确认，发现部分资金流向异

常，公司随即进行了进一步的查证，并将有关事宜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相关人员已被立案调查。 世纪伙

伴原管理团队流失，核心竞争优势缺失。

为减少财产损失，保护公司合法利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作价4,

800万元转让世纪伙伴100%股权（详见2020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上《关于转让世纪伙伴100%股权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8），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对外披露公告。

六、公司诉讼情况

公司已陆续对相关方采取诉讼、财产保全等法律手段，截至目前，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涉及金额（元） 进展情况

世纪伙伴 华视国际文化传播总公司 5,333,612.14 已立案

世纪伙伴 上海广目天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119,276,516.67 已立案

世纪伙伴 中央歌剧院 794,733.33 已立案

北京文化 国色天香股权转让纠纷 60,061,560.00 已立案

合计 185,466,422.10

世纪伙伴涉及仲裁的情况：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涉及金额（元） 进展情况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世纪伙伴 12,617,000 仲裁机关已受理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世纪伙伴 49,200,000 仲裁机关已受理

公司及世纪伙伴高度重视相关涉诉、仲裁事项，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

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七、影视项目进展情况

1、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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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狮少年》 2020 2021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孙海鹏

编剧：里则林

制作中

《成长在明天》 2018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编剧：叶京 后期制作

《刺猬小子2》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黄健明 筹备中

《时间之外》 2018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刘晓世

监制：宁浩、张一白

编剧：邢爱娜

筹备中

《让我留在你身边》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编剧：待定 筹备中

《749局》 2018.10.0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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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往事》 2018.07.30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温世培

监制：宁浩

主演：彭于晏、张艾嘉

后期制作

《爆水管》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杨树鹏 筹备中

《大卡司》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林育贤

编剧：陈舒

终稿剧本

审核中

《记得少年那首歌》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宣发

导演：叶京

主演：叶京、刘芮麟、柳明明

后期制作

《来都来了》 2019.05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刘奋斗

监制：张一白

主演：廖凡、范伟

后期制作

《你好，李焕英》 2019.09.25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贾玲

主演：贾玲、沈腾、陈赫、张小斐

后期制作

《东京教父真人版》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待定

编剧：待定

筹备中

《未命名的玛格丽特小镇》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待定

编剧：待定

筹备中

《东极岛》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总导演：管虎

导演：王竞

编剧：董润年、陈舒、张冀

筹备中

《沐浴之王》 2019.11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易小星

主演：彭昱畅、乔杉

后期制作

《我和我的家乡》 2020.5 2020.10 待定 投资、宣发

总导演：宁浩

总监制：张艺谋

总策划：张一白

筹备中

《诗眼倦天涯》 2018.05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徐浩峰

主演：陈坤、周迅、宋佳等

后期制作

《白蛇前传之封魔录》 2019.10.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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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江

湖之女帝》

2020 2021

正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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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中

《岁月忽已暮》 2016.04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秦小珍

监制：张嘉辉

主演：张子枫、姜潮、宋威龙

后期制作

《封神三部曲》 2018.09 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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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操》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大漠行》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封神演义：龙之战》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宣发 导演：乌尔善 筹备中

《敦煌：归义英雄》 2021.03 待定 待定 投资 导演：曹盾、编剧：马伯庸 筹备中

《敦煌：玄奘密码》 2021.07 待定 待定 投资 导演：路阳、编剧：路阳 筹备中

《排雷英雄》 2020.10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编剧：崔斯韦；监制：宁浩 筹备中

2、电视剧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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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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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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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复猫》 2019.02 2020 待定 投资、宣发 待定 制作中

《修罗道》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发

导演：待定

编剧：纸月亮工作室（吴雨时）

策划：何瑞睿

剧本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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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女幽魂》 2019.04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阮继志、祝明

主演：郑爽等

后期制作

《大宋宫词》 2018.0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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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中

《约定期间爱上你》 2019.07 2020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总编剧：田川、霍文达

总导演：陈世峄

制片人：张伊、宋宣泽

主演：任言恺、程小蒙

后期制作

《剑侠情缘》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

制片人：黄晔奇

编剧：陆寒凝、王一超

前期开发

《我们的西南联大》 2019.0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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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制作

《好好说话》 2019.0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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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极岛》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 待定 前期开发

《多远都要在一起》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 待定 前期开发

注：上述经营计划并不代表公司对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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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潭柘寺、戒台寺退市的情况 2020年01月04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ockCode=000

802&announcementId=1207224804&announceme

ntTime=2020-01-04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

人股份变动的情况

2020年02月12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ockCode=000

802&announcementId=1207302232&announceme

ntTime=2020-02-12

2020年03月14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ockCode=000

802&announcementId=1207372814&announceme

ntTime=2020-03-14

2020年04月07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ockCode=000

802&announcementId=1207458239&announceme

ntTime=2020-04-07

2020年04月23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ockCode=000

802&announcementId=1207557672&announceme

ntTime=2020-04-23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被动减持及

违规减持的情况

2020年02月12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ockCode=000

802&announcementId=1207302231&announceme

ntTime=2020-02-12

2020年02月19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802&stockCode=000

802&announcementId=1207311588&announceme

ntTime=20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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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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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0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

src=http% 3A% 2F% 2Fstatic.cninfo.com.cn%

2Ffinalpage% 2F2020-01-13% 2F1207246327.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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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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