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住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经开路3号 

昆明科技创新园2D14-3室 

 

 

 

 

主办券商 

住所：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108号 

二零一八年七月 



2 

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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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公司、公司、 

金彩影业 
指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控股股东、贰号基金 指 
云南广电传媒影视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 指 云南广播电视台 

云南广电集团 指 云南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前身 

云视基金 指 云南云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壹号基金 指 
云南广电传媒影视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主办券商、九州证券 指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国资委 指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指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 

  



5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金彩影业 

证券代码：872716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经开路3号昆明科技创新园2D14-3室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春融东路3663号 

联系电话：0871-67455491 

法定代表人：杨于明 

信息披露负责人：钱虹宇 

主要业务：影视剧投资、策划、制作与发行；电影放映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091308042B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支持主营业务发展，扩充公司业务，提升公司整体经

营能力及抗风险能力，公司拟实施本次股票发行工作，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

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

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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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金彩影业《公司章程》未就股东的优先认购权进行规定，故对于本次发

行的股票，公司现有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试行）》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自然人。 

本次发行公司拟引入二类投资人：第一类投资人是现阶段或未来与公司有业

务协同且具有丰富产业资源的战略合作伙伴；第二类投资人是股权登记日在册公

司股东。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属于企业增资行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将在云南

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意向投资

方。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投资者不超过 7 名（含 7 名），如遇意向投资者超过 7

名的情况，将采用竞争性谈判或综合评议的方式进行遴选，具体方式参照云南产

权交易所规则执行。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 1.26 元/股（含 1.26 元/股），不超过 1.55 元/

股（含 1.55 元/股）。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12 号）、《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等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尚需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专项

资产评估报告，最终发行价格不低于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值。 

同时，鉴于公司本次评估报告尚未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或核准，本次股票发

行底价将不低于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或核准后的评估报告对应的每股净资产，最

终发行价格将在云南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投资人后由公司与投资人通过竞争性

谈判或综合评议方式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定价依据主要根据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初步评估的

每股净资产值（评估报告暂未正式出具）并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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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目前发展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股票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28,000,000.00 元（含 28,000,000.00 元），预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2,222,222 股（含 22,222,222 股）。（注：预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与最低发行价

格乘积不等于预计募集总额上限，系四舍五入原因导致） 

本次股票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及股票数量将根据公开征集确认的成交结

果确定。 

（五）除权除息事项 

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不

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公司自首次披露以来未发生过分红派息的情形、不存在除息情况对公司本次

发行价格产生影响的情形。 

（六）限售期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限售期为三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

本次股票发行而持有的新增股份为法定限售股，除符合上述限售期安排之外，还

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1、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货币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近年来公司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公司后续业务规模的扩大，流动资

金需求也在增长。为不断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同时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公司对流

动资金存在一定的需求。此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结构将进一步优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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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模、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都有所提高，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通过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融资能力，有利于公司未

来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获取更低成本的资金。 

3、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企业的营业收入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项

资产和负债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其他流动

资产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

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1）营业收入增长率的预测说明 

基于公司 2016 年、2017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以及根据公司目前的发展势

头及行业整体发展态势等综合评估，公司预计 2018 年营业收入达到 8767.67 万

元，2019 年营业收入预计达到 12,998.07 万元。公司增长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实际   

(万元） 

2017 年实际（万

元） 

2018 年预估（万

元） 

2019 年预估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690.75 6,068.56 8,767.67 12,998.07 

增长率 118.61% 125.53% 44.48% 48.25% 

公司营业收入预测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公司是一家集影视剧投资、策划、制作、发行等多项业务于一体的大型国

有控股传媒企业，致力于以影视剧内容为核心，统筹各类传媒资源构建大型媒体

平台链环。近年来影视剧行业迅猛发展，已然成为文化产业最具发展潜力的细分

领域，这主要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鼓励包括影视剧行业在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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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行业发展有关，为影视剧行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市场环境；同

时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迎来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时代大趋势，

居民对文化娱乐产品的消费欲望、消费能力快速提升。在此背景下，公司业务发

展得到了较大的行业红利及政策发展支持，故近年来营业收入增幅较大。 

②公司自成立以来，凭借行业经验丰富的策划团队、发行渠道和媒体资源，

参与投资、策划、制作并发行了一批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在影视剧领域内建立起

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同时，公司不断向文化传媒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加强联

合投资摄制的参与深度，策划储备优质的原创项目资源，拓展电影放映业务，整

合自身资源，逐步向全产业链开展布局，为公司营业收入的快速增幅奠定了基础。 

③影视剧项目制作投入的回报周期一般为 2-3 年，近年来的收入增幅和前期

项目收入释放有关。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50,442,189.00 元，主要经过了两轮增资扩股阶段，分别于 2016 年 7 月第一次增

资扩股 1,000 万元；2017 年 7 月完成股份制改造，同年 10 月第二次增资扩股

8,147.95 万股。通过两轮增资扩股及股份制改造的顺利完成，给公司的发展提供

了较为充裕的现金流及进入资本市场的制度保障了，经营层面也加快了新项目的

制作投入，故公司营业收入预计在 2019-2020 年将出现较大增幅。 

④公司营业收入预测增长率较 2016 年、2017 年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主要包

括以下几方面：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收资本缴足分为了

以下几个阶段，2014 年 2 月实收资本到位 1,500 万元；2015 年，股东分别通过 5

个阶段补足了剩余认缴资本金 3,500 万元（较上年增长率为 133.33%）；2016 年，

壹号基金对公司增资扩股 1,000 万元，同时公司借款形式募集资金 9,000 万元（较

上年增长率为 185.71%）。公司成立初期资本规模相对较小，随着资本金规模扩

张及业务的拓展，致使 2016 年、2017 年营业收入出现较大增幅。 

2017 年公司上一年度投入的影视剧项目《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反

恐特战队之猎影》、《黑土热血》、《我的三妈两爸》等陆续发行播出，获得了

较好的市场口碑及经济效益，同时《贵婉日记》项目的版权转让等给公司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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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所以 2017 年较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出现较大增幅。 

自 2017 年以后，公司资本规模扩张速度相较发展初期趋于平稳，故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将趋于稳定。 

⑤基于以下事实假设，预计 2018 年度营业收入将达到 8,767.67 万元。 

2018 年公司上一年度投入的一批优质影视剧项目包括《突击再突击》、《召

存信》、《断玉之深远行者》、《莽荒纪》、《太古神王》等将陆续实现发行播

出，从投资规模、制作水平等方面都较之前的项目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故本年营

业收入预计较上一年度将出现较大增幅。 

⑥基于以下事实假设，预计 2019 年度营业收入将达到 12,998.07 万元。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2018 年将加大影视剧主投主控项目的投入与制作，计

划内及筹备期的项目均按照公司发展规划正常推进中。主投主控项目将给公司营

业收入带来更多元化的收益维度，包括且不限于影视剧项目的策划端、剧本端、

摄制端、场地端、版权端、发行端等收益，故 2019 年营业收入预计较上一年度

出现较大增幅。 

（2）各项指标比重测算 

基于谨慎和数据合理性的考虑，本次测算采用两期的平均值：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实际 
占营业收入

比重（%） 
2018 年预计 2019 年预计 

营业收入 60,685,618.59  100.00% 87,676,695.59  129,980,701.22  

经营性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40,680,017.26  67.03% 69,866,017.26  76,852,618.99  

预付款项 117,475,466.64  193.58% 217,475,466.64  239,223,013.30  

其他应收款 52,657,235.72  86.77% 46,558,404.14  51,214,244.55  

存货 54,204,234.45  89.32% 123,066,450.54  135,373,095.60  

其他流动资产 507,624.08  0.84% 507,624.08  558,386.49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265,524,578.15    457,473,962.66  503,221,358.93  

经营性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49.44% 190,000,000.00  160,000,000.00  

应付账款 992,045.66  1.63% 1,091,250.23  1,200,375.25  

预收账款 4,812,383.16  7.93% 1,151,085.83  1,266,1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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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2,233,461.73  3.68% 2,456,807.90  2,702,488.69  

应交税费 2,325,871.48  3.83% 2,761,064.62  3,037,171.08  

应付利息 5,699,111.00  9.39% 6,269,022.10  5,642,119.89  

其他应付款 1,742,247.44  2.87% 1,916,472.18  2,108,119.40  

其他流动负债 1,376,821.83  2.27% 2,771,607.17  3,048,767.89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49,181,942.30    208,417,310.03  179,005,236.61  

流动资金占用额   216,342,635.85    249,056,652.64  324,216,122.32  

流动资金新增需求 32,000,000.00  75,000,000.00  

较 2017 年末流动资金新增需求合计 32,714,016.79  107,873,486.47  

注：①2017 年数据为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8 年、2019 年数据为根据其对应各年

的事实依据及假设条件根据 2017 年比例进行的预计； 

②上述测算不代表公司对2018年及2019年的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测算及所述，公司预计截至 2019 年年末的新增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为 10,787.35 万元，此次计划通过增资方式募集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 2,800

万元，此次募集资金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部分，公司将自行解决。公司通过此次

定向发行，将进一步扩充自身营运资金，从而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降低公司财务

杠杆。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 2018 年 4 月 2 日挂牌至今，不存在募集资金情形，不涉及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问题。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关于<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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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向云南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认购对象的议案》； 

4、《关于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5、《关于拟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6、《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7、《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批准、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1、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 12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票发行尚需文化监管部门及国资监管部门备案或批准通过。 

2、本次发行拟新引入股东不超过 7 名。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

超过 200 人，无需由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办理备案。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不会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缓解公

司经营资金的压力，使公司财务结构更加优化，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保障公

司经营的正常发展，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

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在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相关主管单位的批复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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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

消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

除的情形。 

（三）公司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

责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公司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反《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股转公

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股转系统公告[2016]94

号）相关规定而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情形。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 108 号 

法定代表人：魏先锋 

项目负责人：詹朝军 

项目经办人：詹朝军、李剑 

联系电话：010-57672000 

传真：010-576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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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 488 号红星国际财富中心 B 座 2701 号 

单位负责人：纳玲 

经办律师：郑晓琴、罗薇 

联系电话：0871－63633799 

传真：0871－63630650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冯忠军、张晓璟 

联系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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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杨于明：__________    李晓风：__________     杨子苇：__________  

王军：__________     杨静：__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名： 

陈蔼玲：__________    吴迅：__________    李祖辉：__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杨子苇：__________     刘小丹：__________    钱虹宇：__________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