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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天地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

报告全文。 

1.2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 其真实、

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无保留意见。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袁圣新 

电话: 010-88851903  

电子信箱: yuanshengxin@vip.sina.com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 3 号清华科技园玉泉慧谷 30 楼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383,603,608.98  347,659,987.58 10.34% 

净资产  292,118,816.87  278,411,380.95 4.92% 

营业收入  96,861,240.94  50,459,030.71 91.96% 

净利润  13,720,934.45  28,390,792.31 -51.67%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27,997.36  27,634,843.57 -5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1,551.86  -45,026,0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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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1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4 -50.00% 

每股净资产（元/股）  1.47  1.4 5.15%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10,673,500 55.77% - 110,673,500 55.7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255,500 5.67% - 11,255,500 5.67%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7,766,500 44.23% - 87,766,500 44.2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7,766,500 44.23% - 87,766,500 44.23%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98,440,000 - - 198,44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42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张香永 34,650,000 - 34,650,000 17.46% 30,712,500 3,937,500 

2 胡伟跃 29,700,000 - 29,700,000 14.97% 26,325,000 3,375,000 

3 王金荣 24,750,000 - 24,750,000 12.47% 21,937,500 2,812,500 

4 北京跃新创业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2,452,000 - 12,452,000 6.27% - 12,452,000 

5 袁圣新 9,922,000 - 9,922,000 5.00% 8,791,500 1,130,500 

6 谢祖玲 6,064,299 127,000 6,191,299 3.12% - 6,191,299 

7 王颖 4,574,000 345,000 4,919,000 2.48% - 4,919,000 

8 天津海港盛世

投资有限公司 

4,761,493 40,000 4,801,493 2.42% - 4,801,493 

9 王连和 3,135,852 6,000 3,141,852 1.58% - 3,141,852 

10 陈鹏旭 3,160,795 -250,000 2,910,795 1.47% - 2,910,795 

合计 133,170,439 268,000 133,438,439 67.24% 87,766,500 45,671,939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张香永、胡伟跃、王金荣、袁圣新为本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北京跃新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为本公司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与创造性、进一步保证稳定快速发展而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公司，张香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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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该合伙企业 90%的份额。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16 年度，受“萨德”入韩影响，韩剧市场行情大幅下滑，韩星不能进入国内影视市

场，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公司管理层及时对公司现状进行了讨论，认真总结了公

司在决策、管理方面的经验，调整经营策略，结合当下影视行业的市场行情，公司继续加强

以“自制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运营模式，坚持出好戏、做精品。 

公司 2016 年面对新的影视市场形势，全面调整经营策略，认真反思后更加认识到项目、

财务、人员、业务结构的管理对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项目方面，投资评估委员会汇集

了公司财务、法务、发行、制作、宣传等各部门专业人员，将评估工作更加细化，严格把控

项目风险，从而提高项目成功率；在财务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增加财务专

业人员人数，不断提高公司财务管理水平；在人员管理方面，公司注重新生队伍的新建设，

组建年轻化、专业化的团队，为各部门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激发员工潜能，力促在业

务上的创新、进步；在业务结构方面，公司出资收购圆道文化，该公司拥有国际先进 3D 动

画制作技术，并在多年的经营中以精湛技术赢得了良好的业界口碑，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公司

的业务结构，为公司收入来源及盈利能力形成了有力补充。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86.12 万元，主要来自《我的老婆大人是 80 后》、《陆

军一号》、《云水怒》、《女子特战队》等电视剧的销售收入，以及新增的电视剧剧本版权

收入；本期新增加的来自控股子公司圆道文化的 3D 制作收入，对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起到补

充作用。营业成本 5,458.01 万元，相对于上年同期增长 592.79%，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公司

主要发行的《我的老婆大人是 80 后》、《陆军一号》、《云水怒》、《女子特战队》等首

轮剧制作成本，相比去年主要发行的二轮剧成本支出大幅上涨。利润总额 3,075.71 万元，相

对于上年同期仅增长 6.77%，主要是虽然营业收入有所增长，但营业成本也大幅增加，且成

本增加幅度大于收入增长；其次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期间费用也大幅上升。净利润 1,543.04

万元，相对于上年同期下降 44.89%，主要是所得税费用较上年有大幅增长，具体为：一是

上海金天地企业所得税由核定征收转为查账征收，结算以前年度所得税 908.55 万元及本期

所得税费用增加 214.12 万元；二是公司收购圆道文化增加所得税费用 410 万，以上因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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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净利润大幅下滑。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38,360.36 万元，负债总额为 8,622.65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9,211.88 万元，同比分别增加 10.34%、26.30%和 4.92%。报告期内

公司负债增长较为明显，主要是期末计提税金 2,367.37 万元及向深圳市泉来实业有限公司借

款 2,500 万元所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621.16 万元，较上期增长 5,123.76 万元，主要

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催款力度，本期收回大量销售款，二是收回联合拍摄电视剧《江

城警事》、《亲好的，好久不见》等剧的投资款。 

报告期内，公司已结束拍摄、完成发行并播出的作品有《陆军一号》、《云水怒》；结

束拍摄在发行中的作品有《义道》、《决战江桥》、《看守所风云》、《女子特战队》；电

视剧《爱归来》尚在后期制作中。公司一方面投资拍摄《爱归来》、《亲爱的，好久不见》

等高质量电视剧，一方面加大电影投资力度，投资发行的《麦兜-饭宝奇兵》于 2016 年 09

月-10 月在院线上映，参投的纪录片电影《二十二》计划于 2017 年下半年公映；公司 2016

年 9 月开始筹备的电视剧《一见不倾心》已于 2017 年 02 月正式开拍，电视剧《北飞行动》

也在筹拍过程中。 

总之，2016年是公司面对新的影视市场形势，“定战略、抓队伍、管项目”深化公司经

营管理的一年，将对公司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2 竞争优势分析 

1、经营管理团队稳定、经验丰富 

自公司成立以来，管理层经营团队组成人员未曾变动，他们以丰富的行业经验，构建了

公司雄厚的艺术积淀，为公司今后影视剧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公司不断

吸收 80、90 后专业技术人才，逐步将团队年轻化，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力量。公司一直以

来把队伍建设放在第一位，培养了众多经营、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为公司未来持续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 

2、公司设有多个有实力的创作和制作团队 

公司自 2015 年成立了电影事业部、电视事业部、新媒体事业部、张建栋导演工作室以

来，公司原有的剧本创作室仍然正常运转，并不断扩大队伍。报告期内，公司还投资设立了

霍尔果斯创意星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汇集众多优秀创作人才的编剧公司，将为公

司提供大量影视剧本等拍摄素材，从而推动公司在影视制作方面的更大发展。 

3、公司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风险把控能力 



公告编号：2017-006 

证券代码：430366              证券简称：金天地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 

公司经历了 14 年的发展，生产出了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作品，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双丰收。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出品的当代军旅剧《陆军一号》获得第 28 届金鹰奖优

秀电视剧奖；公司参与投资的纪录片电影《二十二》获得莫斯科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并

荣获雅尔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公司设立了由发行、创作、法务、财务等人员组成的项目“投资评估委员会”，以加强公

司经营项目“市场适销性、内容可行性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管理。 

4、良好的信誉和多年积累的发行渠道 

公司多年来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对于公司开展业务具有很大的帮助。公司拥有具

备多年发行经验的人员，掌握丰富的资源和发行渠道，使公司在影视发行方面占有一定的优

势。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本年度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如下变化：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3 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金天地环球娱乐株式会社 全资子公司 100.00 

霍尔果斯正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北京圆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34 

4.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北京金天地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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