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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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姜洁涵女士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除董事姜洁涵女士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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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都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峰保证年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3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都小明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10-65455600 

传真 010-65455600 

电子邮箱 xzcw@stardtv.cn 

公司网址 http://www.zjxzms.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 9 号塞隆国际文化创意园 B4-127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资料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53,621,312.40 302,142,990.57 -49.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775,756.76 188,986,558.33 -75.7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73 3.00 -75.7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5.55% 22.7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0.20% 37.45%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128,395.95 10,349,641.41 7.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210,801.57 -154,992,045.50 7.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3,787,335.37 -155,652,756.7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1,361.34 5,672,422.07 -166.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22.00% -58.1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4.00% -58.4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28 -2.47 7.8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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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91,625 58.81% - 36,991,625 58.8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608,125 10.51% - 6,608,125 10.51% 

      董事、监事、高管 887,500 1.41% - 887,500 1.41%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5,908,375 41.19% - 25,908,375 41.1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824,375 31.52% - 19,824,375 31.52% 

      董事、监事、高管 2,662,500 4.23% - 2,662,500 4.23%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2,900,000 - 0 62,9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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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晓 20,895,000   20,895,000 33.2194% 15,671,250 5,223,750 

2 都小明 5,537,500   5,537,500 8.8037% 4,153,125 1,384,375 

3 天津普思

资产管理

4,260,000   4,260,000 6.7727%   4,260,000 



有限公司

－天津普

思一号资

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4 陈伟 3,562,000   3,562,000 5.6630% 2,671,500 890,500 

5 福建省兴

和股权投

资有限合

伙企业 

2,814,360   2,814,360 4.4743%   2,814,360 

6 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579,500   2,579,500 4.1010%   2,579,500 

7 新余星座

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2,187,500   2,187,500 3.4777% 750,000 1,437,500 

8 杭州南海

成长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122,500   2,122,500 3.3744%   2,122,500 

9 深圳同创

锦程新三

板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2,122,500   2,122,500 3.3744%   2,122,500 

10 都社强 1,900,000   1,900,000 3.0207% 1,425,000 475,000 

合计 47,980,860 0 47,980,860 76.2813% 24,670,875 23,309,98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都晓与都小明系兄弟关系，且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都晓、都小明系实际控制人。都晓为新余星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此之外， 前十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梳理、核实，对 2019 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 

1. 公司2019年度将在获取了发行许可证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和宣发费等支出共计 7,139,966.96元资本化

为存货成本。相应调减了存货成本 7,139,966.96 元，调增了销售费用 500,000.00 元，调增管理费用

87,375.57 元，调增财务费用 6,552,591.39 元。 

2. 公司 2019 年末未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估计，未对存货余额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在 2019 年报报出后对存货进行梳理，针对存货的减值迹象、减值依据以及相关参数等进行分析，

从而判断存货减值依据的合理性和充分性，对 2019 年末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101,550,157.11 元。 

3. 公司 2019 年度未能按照账龄正确计算信用减值损失，按照正确的计算结果相应调增其他应收款余

额并减少信用减值损失 1,710,000.00 元。 

4. 公司2019年末在暂时性差异转会可能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确认了 2,942,828.44元递延所得

税资产，相应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得税费用 2,942,828.44 元。 

公司 2019 年末将 13,000,000.00 元风险投资性质的预收联合制片款分类为固定收益性质的联合制片款并

记录于其他应付款，相应调增预收账款并调减其他应付款 13,000,000.00 元。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其他应收款 15,799,009.38 17,509,009.38     

存货 255,033,900.22 146,343,776.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44,839.13 1,102,010.69     



预收款项 6,800,000.00 19,800,000.00     

其他应付款 75,099,900.29 62,099,900.29     

未分配利润 98,957,658.86 -10,965,293.65     

销售费用 578,239.51 1,078,239.51     

管理费用 8,870,031.69 8,957,407.26     

财务费用 1,849,664.80 8,402,256.19     

加：其他收益 135,362.59 42,917.59     

加：营业外收入 130,574.00 223,019.0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40,714,514.75 -39,004,514.7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01,550,157.11     

减：所得税费用 -3,524,757.55 -581,929.11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5,069,092.99 -154,992,045.50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了星座魔山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委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公司 2020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和 2020

年度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年 4月 29日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亚会审字（2021）第 01370012 号）以及《关于星座魔山影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专项说明》（亚会专审字（2021）第 01370001 号）。 

1. 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 

1.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星座魔山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到期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关村支行借款 15,000,000.00 元，未按期全部归还，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逾期未还本金为

14,069,233.63 元，逾期未还利息为 2,257,866.63元； 

于 2019年 12 月 28 日到期的北京银行北辰路支行借款 3,000,000.00元，已由担保权人北京中关村

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为偿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欠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金 1,200,000.00 元，罚息 219,600.00 元。 

同时，影视作品发行速度变慢，还款周期变长，资金无法按预期回收，出现资金流紧张；应收账款

和存货周转率表现不理想，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约 3100 万固定收益的联合制片



款无法到期兑付，存在逾期现象。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逾期应付投资收益和违约金约 860 万。 

星座魔山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三、（二）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是否能够

有效解决公司的实际经营问题尚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星座魔山在持

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合理发表意见。 

2. 和或有事项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附注十三披露，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星座魔山存在 2 项未决诉讼。结合公司存在大量逾期

联合制片款的情况，对于未决诉讼和未决仲裁以及可能存在的赔偿事项，我们未能执行外部律师询证函

等必要的审计程序，因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公司是否就未决诉讼和仲裁足额计

提了或有负债。 

3. 企业银行询证函和往来函证程序 

我们于 2021年 3月 12 日接受星座魔山的委托并签订业务约定书，由于业务承接和审计工作开展时

间相对较晚，截至报告日，尚未收回全部银行询证函。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星座魔

山银行存款余额的准确性发表意见。 

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星座魔山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186,175,326.51 元，截至报告日，以

上项目中应收账款回函金额 29,303,400.00元，回函金额占应收账款的比例为 15.77%。 

对于未回函的各往来期末余额我们虽已实施了必要的替代审计程序，但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证实往来账款的期末余额的准确性。 

二、董事会对所涉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说明及应对措施 

1、公司董事会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在《审计报告》中对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描述恰当。其直接原因是资金短缺而未能在贷款到期日全部偿还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的贷款 1500 万元和已由担保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为偿还

的北京银行北辰路支行借款 300 万元，更深入的原因是公司从 2018 年开始，受政策变化及影视行业大

环境影响，已经全部制作完成的三部电视剧均未能及时安排签约播出，影视作品发行速度变慢，还款周

期变长，资金无法按预期回收，出现资金流紧张，资金流入受到一定影响。贷款逾期后，公司已与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和担保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进行了积极沟通，并且

已经在 2020 年对上述贷款进行了部分偿还，目前上述事项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对固定投资收

益的合作方，公司已积极进行沟通，并已通过授权播出影视剧的形式解决了联合投资方的部分联合投资

款。 

为了降低上述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的影响，公司积极做出了以下应对： 

 1）公司加速推进库存影视作品的推广和销售，并已有了较大的进展，2021 年 1 月份已完成《青年

霍元甲之威震津门》的央视首播，预计 2021 年还可有 1-2 部影视剧的卫视首播；上述电视剧首播后的

二轮及多轮剧会陆续发行取得相关收益，并且会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进度； 



 2）公司积极与网络平台合作影视作品，增加低现金支出的影视作品承制工作，减少公司自有投资，

并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有： 

（1）公司与签约腾讯视频签约并联合摄制《大力金刚》已经在 2020 年完成，目前处于待播阶段，《八

臂螳螂》预计本年可开机制作； 

（2）公司与中央新影集团、五洲传媒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河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拍摄的纪录片《红

旗渠》已制作完成，预计 2021年筹备上映； 

（3）公司已中标爱奇艺平台网络剧《锦绣河图》，后期将由公司进行承制、爱奇艺公司联合制作；与爱

奇艺平台联合投资拍摄动作电影《急速铁拳》，预计 2021 年会开机制作 

3）公司筹划项目《阳光下的风车》、《文军西征》，均已与联合投资方进行对接，预计 2021 下半年

或 2022上半年可开机制作。 

 

2. 和或有事项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主要是因为星座魔山存在未决诉讼，并且公司存在大量逾期联合制片款的情况，可能存在联合投资

方采取诉讼的方式解决联合投资款的问题，从而容易出现赔偿事项。 

应对措施： 

1. 公司积极发行现有的库存影视剧，并争取尽快形成良性的现金流入； 

（2） 与联合投资方积极沟通和协商联合投资款的解决方案，并以自有库存影视剧授权播出的形式

偿还欠款。 

 

3、企业银行询证函和往来函证程序 

因公司的年报审计师承接时间较晚，未能充分考虑银行询证函的寄发和回收时间，并且存在部分账

户冻结，函证费需要现场缴纳现金，导致银行存款回函周期变长。 应收款项回函率较低主要是由于部

分款项账龄较长，客户相关合作人员存在变动，函证的回复意愿并不强烈，导致本年应收款项目回函率

较低，未能达到审计师的风险控制标准，使其无法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 

应对措施： 

1. 公司加强对往来款项的管理工作，推动往来款项催收和清理工作； 

2. 加强客户及供应商信用管理，规范合同资金的回收周期，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3. 必要时，对应收账款客户启动法律程序，加快催收应收账款，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

益。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谨慎的原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问题，并且本次审计时间确实比较紧且情况复杂，董事会表示可以理解。

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审计报告中无法

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