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595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2020-027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影院广告项目特别重大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重大影院广

告项目合同的议案》，同意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02027.SZ）

（以下简称“分众传媒”）下属的全资控股公司优幕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优幕广告”）签订一系列《影院广告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就公司旗下已开业直营影院、部分参控股及加盟影院未来五年的影院广告业

务（包含银幕广告、部分阵地及灯箱广告、包场业务、影片宣发等）展开合

作，原合同总金额为 71,500万元。因新冠肺炎疫情对影视行业造成的影响，

本着友好合作的基础，公司现与优幕广告及分众传媒全资子公司分众多媒体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多媒体”）签署《<影院广告项目

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本补充协议”），就原合同的

合作金额、合作期限等条款进行调整。 

 

一、 审议程序情况 

2020 年 8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影院广告项目特别重大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与优幕广告有限公

司及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影院广告项目合同>补充协议》。 

二、 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 合同标的情况 

1、 本合同主标的为合同约定的合作影院在合作期间所有播映影片所有放映

场次前的银幕映前广告独家招商权、发布权及贴片广告独家结算权（包括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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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和数字影片），广告发布时长为 10分钟。 

2、 合同期内，优幕广告将为本公司提供其他媒体资源作为对本公司影院及

影片宣发业务的支持。 

(二)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优幕广告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共青大道 98号（老财政局） 

 法定代表人：蔡维莉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展

览展示服务，视频播放相关的软硬件技术的自主研发、设计、应用、

转让，自有视频播放技术成果的转让，提供视频播放相关的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基本情况： 

优幕广告为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02027.SZ）下属

的全资控股公司，系分众传媒旗下专业的电影广告媒体公司。其影

院广告业务已覆盖全国数百城市，是国内主要的影院广告代理商之

一。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优幕广告总资产规模为 42,930.54 万

元，净资产规模为 16,618.63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0,993.40 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11,409.08万元。 

 优幕广告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

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优幕广告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有关影院银幕广告的业务往来。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上述业务的总交易金额为 1,137.49 万

元。 



2、 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27号 1003室 E座 

 法定代表人：丁晓静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127.286万元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多媒体网络信息系统软件；多媒体网络工程

设计咨询、市场调研及中介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液晶显示播放

器、相关电子产品及配件的生产、组装、整合及包装；商务咨询（除

中介）；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基本情况： 

分众多媒体当前的主营业务为生活圈媒体的开发和运营，主要

产品为楼宇媒体，覆盖城市主流消费人群的工作场景、生活场景、

娱乐场景和消费场景，并相互整合成为生活圈媒体网络。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分众多媒体总资产规模为

1,514,005.72 万元，净资产规模为 622,714.81 万元，2019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752.41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579,022.27万元。 

 分众多媒体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分众多媒体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有关影院银幕广告的业务

往来。 

三、 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主体 

甲方：优幕广告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 合同期限 



原合同期限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统一调整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终

止。 

3. 合作重启约定 

双方重新启动原合同项下广告合作应满足如下条件，即合作影院同时满

足以下要求：同期放映影片中首轮（首周）新片的影院自主排片的比例不低

于 90%，但由于个别上映的新片票房低于复映片更换为复映影片时，上述新

片比例不受 90%的约束；原合同项下合作影院所有影厅均可正常放映影片并

可播放甲方广告，每日每影厅平均有效播放场次不少于原合同约定的场次。 

满足上述条件后，双方将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始重新启动原合同项下

广告合同。 

4. 合同金额 

a) 2020年 1月 24日至 2020年末 

2020年 1月 24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该期间合作金额在原合同总

金额内扣除，甲方无需支付。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月 12月 31日，由于重新启动合作后票房、

人次短期内仍无法恢复至疫情前的正常经营状态，该期间合作金额调整

为人民币 23,979,649 元。 

b) 2021年度至 2024年度 

原合同项下合作影院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的合作金额调整为人民

币 27,000万元。 

2024年度的合作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 

5. 其他条款 

 若 2021 年全国年度电影票房、合作影院年度票房较 2019 年实际数

据有明显提升，整体电影广告市场表现优异时，可友好协商由此产生的

合作影院广告溢出价值。 

 丙方同意对甲方履行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及所有义务提

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保证。 

 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取消原合同约定的甲方向乙方支付每年度业

务合作保底费用。 



 若原合同项下合作影院 2020 年 10 月 1 日仍不具备本补充协议所约

定重新启动条件的，甲乙双方将就重新启动期限及合作条件重新商议。

同时原合同合作期内，若遇不可抗力之情形（具体包括自然灾害、政府

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导致合作影院再次停业，如停业期达连续 2 个月及以上，甲乙双方另行

协商解决方案并就此签订新的补充协议；如停业期未达到连续 2个月的，

且合作影院恢复营业后达到本协议约定的重新启动条件的，双方同意继

续按照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履行。 

 原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如与本补充协议之约定相冲突的，以本补充

协议之约定为准。 

四、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于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 2019 年至

2024年间，原合同及本协议项下的合作金额较原合同减少约 1.75亿元。 

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构成一定影响，但对公司

自 2021 年起合同期内各年度的营业收入仍将产生较为积极影响，协议所涉及的

营业收入将按照实际执行年度分期确认。本协议的履行对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协议各方均具备正常履约的能力。其中，优幕广告为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控股公司，系分众传媒旗下专业的电影广告媒体公司。优

幕广告具有成熟的运营经验和客户资源，结合近三年的业务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该公司具备正常履约的能力。同时，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同意对优

幕广告履行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及所有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

带保证，结合近三年的业务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该公司具备正常履约的能力。

本公司拥有专业的影院运营管理经验，本协议所涉的合作影院为公司旗下直营或

加盟的优质影院资产，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本公司具备正常履

约的能力。 

全国影院自 7 月 20 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至今，根据影院疫情防控需要，在

行业主管机构及各地防疫部门的指导下，对影城单场上座率、排片数量等均有一



定限制。鉴于未来影院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管理，影院单场上座率、排片数量的限

制、及观影人次的恢复趋势均可能对短期内新片的定档及上映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故合作影院能否满足本协议约定的合作重启条件存在不确定性。 

原合同及本协议履行期间可能受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市场、政策法律变

化等在内的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