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大晟文化       股票代码：600892      编号：临2017-050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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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591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

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 

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华）出

具否定意见，其主要原因是瑞华发现全资子公司中联传动存在对预付的影视剧

制作款或投资款监督不到位、影视剧制作成本决算不及时等问题。同时，瑞华

认为上述存在问题的内部控制已得到有效整改。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问题一、年报披露，中联传动存在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对预付的影视剧

制作款或投资款监督不到位的情况。请补充披露：（1）所涉影视剧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名称、预计拍摄进度、实际拍摄进度、预计发行或上映档期、合

作方及合作方式、投资金额等，并说明相关影视剧未按进度拍摄的具体原因及

对公司的影响；（2）所涉影视剧预付制作款或投资款的金额、预计时间与拍摄

进度不匹配的具体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预付资金被合作方无偿占用的情况；



（3）已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和收回预付资金的具体时间。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1、所涉影视剧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预计拍摄进度、实际拍摄进度、

预计发行或上映档期、合作方及合作方式、投资金额等，并说明相关影视剧未

按进度拍摄的具体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所涉影视剧的具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类

型 

公司投资

总额 
合作方 

合

作

方

式 

预付款项

金额 

资金付出

时间 

预计拍摄

进度 

实际拍摄 

进度 

预计发行或

上映档期 

《仙侠世界》 

网

络

剧 

400.00 

北京巨火映

像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联

合

投

资 

400.00 
2015 年 1

月 

2015 年第

二季度开

机 

未按时开

机 

2015 年第

四季度 

《仙侠世界》 

电

视

剧 

6,000.00 

联

合

投

资 

2,400.00 
2015 年 1

月 

2015 年第

四季度开

机 

未按时开

机 

2016 年第

三季度 

《捉妖世家》 
电

影 
700.00 

北京盛世观

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联

合

投

资 

700.00 
2015 年 1

月 

2015 年第

四季度开

机 

未按时开

机 

2016 年第

三季度 

《江山志远》 

电

视

剧 

1,800.00 

江苏龙行天

下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联

合

投

资 

1,800.00 
2015 年 9

月 

2016 年第

二季度开

机 

未按时开

机 

2016 年第

四季度 

《本命年》 

电

视

剧 

4,000.00 

亚海风乐

（北京）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联

合

投

资 

1,600.00 
2016 年 4

月 

2016 年第

四季度开

机 

未按时开

机 

2017 年第

一季度 

《小时代

1.0》 

网

络

剧 

8,000.00 

无锡鑫势力

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联

合

投

资 

4,000.00 
2016 年 3

月 

2016 年第

四季度开

机 

未按时开

机 

2017 年第

一季度 



《画皮外传》 

网

络

剧 

6,000.00 

联

合

投

资 

2,100.00 
2016 年 6

月 

2016 年第

四季度开

机 

未按时开

机 

2017 年第

二季度 

合计  
26,900.0

0 
  

13,000.0

0 
    

（2）相关影视剧未按进度拍摄的具体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名称 类型 未按进度拍摄的具体原因 对公司的影响 

《仙侠世界》 网络剧 
因演员、导演档期及酬金上涨， 协

商未果，导致项目开机推迟。 

公司调整项目计划，未

受到较大影响 

《仙侠世界》 电视剧 
因演员、导演档期及酬金上涨， 协

商未果，导致项目开机推迟。 

公司调整项目计划，未

受到较大影响 

《捉妖世家》 电影 

作为电影《捉妖记》的衍生产品，

由于男演员不良行为，导致项目组

延期筹备。 

公司调整项目计划，未

受到较大影响 

《江山志远》 电视剧 
因演员、导演档期及酬金上涨，协

商未果，导致项目开机推迟。 

公司调整项目计划，未

受到较大影响 

《本命年》 电视剧 
因演员、导演档期及酬金上涨，协

商未果，导致项目开机推迟。 

公司调整项目计划，未

受到较大影响 

《小时代 1.0》 网络剧 
因演员、导演档期及酬金上涨，协

商未果，导致项目开机推迟。 

公司调整项目计划，未

受到较大影响 

《画皮外传》 网络剧 
因演员、导演档期及酬金上涨，协

商未果，导致项目开机推迟。 

公司调整项目计划，未

受到较大影响 

2、所涉影视剧预付制作款或投资款的金额、预计时间及拍摄进度不匹配的

具体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预付资金被合作方无偿占用的情况。 

（1）所涉影视剧预付制作款或投资款的金额、预计时间及拍摄进度不匹配

的具体情况 

项目名称 类型 
预付款项金额

（万元） 
预计时间与拍摄进度不匹配的具体情况 

《仙侠世界》 网络剧 400.00 

预计 2015年第二季度开机，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仍未开机，已于 2017年签

订解除合同，并退回预付款项。 

《仙侠世界》 电视剧 2,400.00 

预计 2015年第四季度开机，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仍未开机，已于 2017年签

订解除合同，并退回预付款项。 

《捉妖世家》 电影 700.00 

预计 2015年第四季度开机，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仍未开机，已于 2017年签

订解除合同，并退回预付款项。 



项目名称 类型 
预付款项金额

（万元） 
预计时间与拍摄进度不匹配的具体情况 

《江山志远》 电视剧 1,800.00 

预计 2016年第二季度开机，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仍未开机，已于 2017年签

订解除合同，并退回预付款项。 

《本命年》 电视剧 1,600.00 

预计 2016年第四季度开机，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仍未开机，已于 2017年签

订解除合同，并退回预付款项。 

《小时代 1.0》 网络剧 4,000.00 

预计 2016年第四季度开机，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仍未开机，已于 2017年签

订解除合同，并退回预付款项。 

《画皮外传》 网络剧 2,100.00 

预计 2016年第四季度开机，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仍未开机，已于 2017年签

订解除合同，并退回预付款项。 

合计 
 

13,000.00 
 

（2）是否存在预付资金被合作方无偿占用情况 

在影视剧行业内，对于优质项目，投资方为了锁定投资机会及份额，锁定主

创人员，一般存在支付部分预付款项情况。预付后基于各种原因未按进度拍摄，

公司与合作方积极沟通，争取尽早退回款项，避免给公司带来损失，由于与合作

方希望长期合作，虽存在未及时收回，但双方经友好协商，不收取资金占用费。

截止目前，除《画皮外传》合作方于 2017 年交付了特效宣传先导片需支付 100

万元外，其他相关预付款项已全部收回，未对公司造成损失。 

3、已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和收回预付资金的具体时间 

公司制定了更严格和具体的《影视项目投资管理制度》，要求项目负责人对

所负责的影视投资项目超过签订合同后 3个月未开机的项目，应要求制作方（出

品方）书面提供未开机的原因解释和明确开机时间的承诺，提交公司投资评审小

组/子公司董事会决定是否解除项目协议，收回投资。根据该制度中联传动在

2017 年对已超过期限且未承诺开机时间的制作款或投资款予以解除合同并收回

款项，收回预付资金的具体时间如下： 

项目名称 类型 预付款项金额 资金付出时间 收回预付资金的具体时



（万元） 间 

《仙侠世界》 网络剧 400.00 2015年 1月 2017年 2月全额退回 

《仙侠世界》 电视剧 2,400.00 2015年 1月 2017年 2月全额退回 

《捉妖世家》 电影 700.00 2015年 1月 2017年 2月全额退回 

《江山志远》 电视剧 1,800.00 2015年 9月 2017年 3月全额退回 

《本命年》 电视剧 1,600.00 2016年 4月 2017年 3月全额退回 

《小时代 1.0》 网络剧 4,000.00 2016年 3月 2017年 3月全额退回 

《画皮外传》 网络剧 2,100.00 2016年 6月 
2017年 3月退回 2000万

元 

《爱的交换生》 电影 1,200.00 2016年 12月 2017年 4月全额退回 

合计 
 

14,200.00 
  

注：《画皮外传》退回 2000 万元，剩余预付 100 万元为特效宣传先导片费

用，已于 2017年 2 月解除协议时合作方将该片交付给中联传动。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通过检查合同及付款记录，发现公司存在部分预付款项付款时间较长，

了解了影视剧实际拍摄开机进度与合同约定开机进度时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在

年度审计时，向对方公司函证预付款项余额及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于出具审计

报告前，我们已收到对方公司回函，回函与公司预付款项事项及金额一致，并已

收到对方公司对与中联传动及其董监高不存在关联方关系的承诺函。 

公司管理层针对中联传动存在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对预付的影视剧制作款或投

资款监督不到位的情况，制定了《影视项目投资管理制度》，要求中联传动严格

按该制度进行执行。中联传动于 2017年 2月至 2017年 4月期间对超过签订合同

后 3 个月且未承诺开机时间的项目制作款或投资款予以解除合同并收回预付款

项。我们获取该制度，并检查制度设计合理性及执行情况，包括检查已签订的解

除合同和相关预付款项退款记录。经检查，公司制度设计合理，且得到了有效执行。 

我们认为，大晟文化针对中联传动对预付的影视剧制作款或投资款监督不到



位的内控缺陷已得到有效整改。 

 

问题二、年报披露，中联传动未向剧组委派财务人员，剧组承建后承制方

未定期向中联传动提供项目财务报表，影视剧制作成本决算不及时，可能导致

部分影视剧最终决算成本与预算成本存在重大差异，可能导致影视剧成本核算

不准确、不完整。请补充披露：（1）所涉影视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

称、预计发行或上映档期、合作方及合作方式、投资金额等；（2）所涉影视剧

成本核算方式、成本构成和核算过程，并说明预算成本与最终决算成本是否存

在重大差异；（3）已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所涉影视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预计发行或上映档期、合

作方及合作方式、投资金额等 

名称 类型 预计发行时间 合作方 
合作

方式 

预算投资

金额（万

元） 

《双面心理师》 网络剧 2016年 12月 
北京佳运阳光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委托

承制 
2,000.00 

《被催眠的催眠师》 网络剧 2016年 12月 
北京佳运阳光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委托

承制 
1,350.00 

2、所涉影视剧成本核算方式、成本构成和核算过程，并说明成本与最终决

算成本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1）成本核算方式：该影视剧为委托摄制业务，公司按合同约定预付给受

托方的制片款项，先通过“预付制片款”科目进行核算；当影视片完成摄制并收

到受托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费用结算凭据或报表时，按实际

结算金额将该款项转作影视片库存成本。 

（2）成本决算表构成明细如下： 



项目 双面心理师 被催眠的催眠师 

筹备期 850,000.00 980,000.00 

拍摄期 5,635,240.00 5,471,200.00 

后期制作 1,029,300.00 1,027,000.00 

演职员酬金 22,485,460.00 8,006,220.00 

合计 30,000,000.00 15,484,420.00 

（3）核算过程：公司按合同将制片款预付给承制单位，并通过预付款项进

行核算，该影视剧完成后，公司业务人员未及时获取成本决算表，导致财务人员

未按实际拍摄成本进行入账即仅将预付款项转做库存成本并在销售后予以结转

成本。 

（4）预算成本与最终决算成本存在重大差异 

项目 预算成本 决算成本 差异金额 

《双面心理师》 20,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000.00 

《被催眠的催眠师》 13,500,000.00 15,484,420.00 -1,984,420.00 

合计 33,500,000.00 45,484,420.00 -11,984,420.00 

注：成本差异原因主要为演员酬金差异。 

3、已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 

公司制定《影视项目投资管理制度》，对成本超支情况严格审批，影视项目

资金投入应按照计划(合同约定的具体情况)进行，如拟投入的资金超出批准的投

资方案中所确定的投资额 10%时，或投资内容发生重大变动时，需及时报告公司

影视项目投资评审小组/子公司董事会并提交书面说明，由影视项目投资评审小

组/子公司董事会决定是否重新报批投资方案或上报补充方案。对成本决算严格

监督，要求指派项目负责人、制片人、剧组财务人员等的一人或多人进行业务和

付款审核，监督预算执行，加强制作成本管控，及时对影视剧制作成本进行决算，

以确保影视剧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完整性。中联传动对《双面心理师》和《被催



眠的催眠师》决算成本与预算成本差异已进行了补计成本。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双面心理师》和《被催眠的催眠师》预算成本与决算成本进行了检

查，了解了差异形成原因，对相关承制合同进行了检查，合同约定剧组组建后，

中联传动可向剧组委派财务人员，承制方定期向中联传动提供项目财务报表。中

联传动未委派财务及承制方未定期向提供项目财务报表，公司管理层发现该内控

缺陷后，制定了《影视项目投资管理制度》，要求中联传动与承制方对未及时决

算影视剧及时决算，通过决算对预算成本与决算成本存在差异的影视剧进行了补

计成本。对新增影视剧项目要求：项目开机时，公司应委派相关人员，如项目负

责人、制片人、剧组财务人员等的一人或多人（视商务谈判和合同签订的情况确

定），进行业务和付款审核，监督预算执行，加强制作成本管控，及时对影视剧

制作成本进行决算，以确保影视剧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完整性。 

我们认为，大晟文化针对中联传动因影视剧制作成本决算不及时，可能导致

部分影视剧最终决算成本与预算成本存在重大差异，影视剧成本核算不准确、不

完整的内控缺陷已得到有效整改。 

 

（二）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问题三、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 亿元、净利润 1.52 亿

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769.43 万元、6191.70 万

元、4699.79 万元、2.09 亿元，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1792.40 万元、1630.04 万元、

2787.15 万元、4143.36 万元，收入和利润在四季度显著增长。2017 年一季报实

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7.25%，扣非净利润同比减少 68.20%。请结合行业特点，

补充披露：（1）公司分季度财务数据呈上述趋势的原因；（2）公司 2017 年一



季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下滑的原因。 

回复： 

1、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在第四季度显著增长主要由于子公司中联传动在第四

季度的收入和利润显著增长，主要原因是： 

影视行业属于文化创意产业，其一部作品从无到有要历经：项目选题筹划、

剧本撰写、主演选择、搭组拍摄、后期制作、宣传发行、上映等一系列的过程，

而完成上述过程需要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一般情况下现代都市电视剧从开机到拍

摄制作完成大约需要 2-4个月，后期制作大约需要 1-2个月左右；现代青春网络

剧从剧组开机到拍摄制作完成大约需要 2-3 个月，后期制作需要 1-2 个月左右；

网络大电影的周期相对较短；电影的制作周期则是根据类型片的不同而更具有其

特殊性。 

第一、二、三季度一般为项目筹备、拍摄、制作时间，即项目投入阶段；第

四季度一般为项目拍摄、后期制作完成，电视台和新媒体进行采购并交付成片进

行排播，即项目确认收入阶段。如：中联传动作为第一版权方和出品方的 46 集

电视剧《狐狸的夏天》为 2016年 8月开机拍摄，2016年 11月拍摄、后期制作，

2016年 12月取得发行许可证，并在项目拍摄过程中与腾讯视频签署新媒体发行

（采购）协议，目前腾讯视频已经播出完毕，四川卫视在 2017 年 5 月进行首轮

播出，其他发行工作还在继续且进展顺利；如中联传动投资出品的 56 集电视剧

《谁的青春不叛逆》为 2017 年 2 月开机拍摄，2017 年 5 月完成拍摄制作完成，

2017年 5月初开始后期制作，预计 2017年 7月申请取得发行许可证，新媒体发

行预计在第三季度。 

2、2017 年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7.25%，扣非净利润同比减少

68.20%，下滑的主要因为子公司淘乐网络 2017 年第一季度扣非净利润 461.33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2181.57 万元下降了 1720.24 万元（78.85%），主要原因是： 

（1）淘乐网络目前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回合制客户端游戏《桃花源记》系列。

伴随智能手机的兴起和市场覆盖快速蔓延，手机游戏已经成了游戏玩家的主流媒

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回合制手游更是日益壮大，回合制端游的新用户进入量

下降，老用户根据游戏的生命周期规律在逐步流失，导致公司 2017 年一季度收

入较去年同期有所降低。 

（2） 淘乐网络在 2017 年 3 月对现有的客户端游戏《桃花源记 2》进了一

次大型公测推广活动，导致一季度市场推广费增加 1000 多万元，影响了一季度

利润，但会对未来三个季度利润有所帮助。 

（3）为了适应市场的格局转变，淘乐网络在 2016年第四季度起已将业务重

点转型为手游研发，加大了新产品《桃花源记》等手游的开发投入,对原有的端

游产品投入度有所降低，也导致已上线游戏新增用户量的减少。 

2017 年 3 月《桃花源记手游》进行了不计费删档封测，基本指标都达到 A+

级别。2017 年 4 月份进行了收费测试，测试数据各种指标表现均超过 A 级游戏

指标（A 级游戏指标标准次日留存 37%，三日留存 23%）。由于留存和付费的综

合表现，淘乐网络在几大主流渠道基本评得了最高评级的 S级；UC评得了 A级。

预计该游戏未来能带给淘乐网络良好的盈利能力。 

 

问题四、年报披露，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71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49.30%；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82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94.77%，其中关联采

购额 1.08 亿元，占比 56.23%。请补充披露：（1）公司前五名客户和前五名供

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况；（2）除已披露的关联方采

购外，公司是否与上述客户或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长期合作协议；



（3）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和供应商采购额占比较高，请说明是否存在客户依

赖和供应商依赖。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前五名客户和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

比情况 

（1）前五名客户的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销售收入（不含税） 占比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狐狸的夏天》、《心

理师》 
76,679,245.46 22.14%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灭罪师》 25,471,698.21 7.36% 

天津金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催眠的催眠师》 24,528,301.98 7.08% 

海南海视旅游卫视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 

《单亲妈妈的苦涩浪

漫》、《随风飞扬》、

《旗袍传奇》 

22,716,981.13 6.56% 

趣游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桃花源记 2运营收入及

版权摊销 
21,326,058.13 6.16% 

合计  170,722,284.91 49.30% 

（2）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采购（不含税） 占比 

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 影视剧联合投资款等 107,908,231.18 56.23% 

北京佳运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心理师》制作款、《被

催眠的催眠师》制作款 
42,909,830.22 22.36% 

北京壹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灭罪师》制作款 18,769,380.75 9.78% 

霍尔果斯永洲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

采购款 
7,033,018.89 3.67% 

北京双行线广告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投放 5,237,394.00 2.73% 

合计 
 

181,857,855.04 94.77% 

2、除已披露的关联采购外，公司是否与上述客户或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存在长期合作协议 

通过查询工商信息资料并于年度审计时向客户或供应商获取了不存在关联



方关系的承诺函，经检查，除已披露的关联采购外，公司与上述客户或供应商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长期合作协议。 

3、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和供应商采购额占比较高，请说明是否存在客户

依赖和供应商依赖 

（1）客户是否存在依赖 

公司主营业务为影视项目投资管理，网络游戏研发和运营，公司目前影视项

目投资管理产品类型为电视剧、网络剧。2016年公司实现收入的电视剧包括《狐

狸的夏天》、《毕业季》、《单亲妈妈的苦涩浪漫》、《随风飞扬》、《旗袍传

奇》、《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等，2016年实现收入的网络剧包括《心理师》、

《灭罪师》、《被催眠的催眠师》等。电视剧销售客户包括卫视频道、新媒体平

台，网络剧主要为新媒体平台。公司 2016年度收入前五名合计收入占比为 49.30%，

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为 22.14%，不存在单一超过 50%客户，同时国内影视剧发行

卫视频道和新媒体平台均非独家垄断，故公司不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风险。 

（2）供应商是否存在依赖 

公司 2016年前 5名供应商采购占比 94.77%，其中占比较大的为与关联方康

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曦影业”）的影视剧联合投资款和购买部分

版权的款项，该部分采购占比 56.23%，主要原因系 2016年中联传动与康曦影业

联合制作了《八月未央》、《狐狸的夏天》等优质大制作影视剧，中联传动未来

将视康曦影业出品的影视剧情况决定投资金额，同时可选择投资其他公司出品的

优质影视剧。2016 年公司其他的采购主要为委托影视剧拍摄，由于影视剧拍摄

制作公司较多，公司随时可以找到替代的承制公司，不会依赖于供应商。因此，

公司不存在对供应商依赖风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合同及金额情况，核实了前五名客户和

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交易内容、具体交易金额、占比情况。通过工商查询及获

取客户或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的承诺函核实了除已披露的关联方采购外，公司

与上述客户或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长期合作协议。公司 2016 年度收

入前五名合计收入占比为 49.30%，不存在单一超过 50%客户，同时国内影视剧发

行卫视频道和新媒体平台均非独家垄断，故公司不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风险。

2016年公司向关联方康曦影业采购比例较高，主要原因系 2016年中联传动与康

曦影业联合制作了《八月未央》、《狐狸的夏天》等优质大制作影视剧，中联传

动未来将视康曦影业出品的影视剧情况决定投资金额，同时可选择投资其他公司

出品的优质影视剧。前五名其他的采购主要为委托影视剧拍摄，由于影视剧拍摄

制作公司较多，公司随时可以找到替代的承制公司，因此，公司不存在供应商依

赖风险。 

 

问题五、年报披露，公司 2015 年收购的两家全资子公司中联传动和淘乐网

络、2016 年投资并持股 36%的康曦影业均未完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其中，中

联传动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69.20%、淘乐网络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5.71%、康曦影

业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4.17%，中联传动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

资拍摄的电视剧《八月未央》未能按计划时间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从而导

致该剧无法在 2016 年度进行发行收入的确认。且公司于 2017 年 4月 28 日公告

披露，对中联传动盈利承诺期、补偿方式等事项进行调整。请补充披露：（1）

上述公司 2016 年度的主要经营数据；（2）上述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原

因、补偿方式；（3）电视剧《八月未央》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原因、解

决措施及进展，中联传动投资拍摄的其他影视作品许可资质的取得情况；（4）



公司对中联传动盈利承诺期、补偿方式进行调整的具体原因、考量因素，对公

司的影响。 

回复： 

1、中联传动、淘乐网络、康曦影业 2016 年度的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中联传动 

主要会计数据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06,951,571.34   119,120,701.01  73.73  

营业成本  131,587,366.28    42,640,492.70  208.60  

营业利润   53,074,840.40    62,219,589.87  -14.70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4,899,730.38    61,866,906.41  -11.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51,900,612.49    61,733,609.62  -15.93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57,048,380.16   102,148,649.78  53.74  

总资产  385,745,291.13   324,086,250.81  19.03  

淘乐网络 

主要会计数据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5,370,965.82   119,800,890.58  13.00  

营业成本    3,937,860.62     6,265,256.42  -37.15  

营业利润   90,330,985.11    75,174,326.33  20.16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2,128,561.38    69,009,222.12  19.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80,871,601.78    66,847,155.68  20.98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90,178,142.71   108,049,581.33  76.01  

总资产  229,990,992.19   140,953,219.90  63.17  

康曦影业 

主要会计数据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9,548,254.79              -      

营业成本   24,595,117.35              -      

营业利润   59,073,221.29    -5,376,940.26  不适用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1,305,167.33    -4,160,116.63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0,603,427.76    -4,160,116.63  不适用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97,145,050.70    -1,160,116.63  不适用 

总资产  472,229,019.52    67,187,569.07  602.85  

2、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及补偿方式 



（1）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联传动 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5,489.97 万元，其

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5,190.06万元。中联传动 2016年度实际实现的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原则确定）较原股东业绩承诺数少

2,309.94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69.20%。中联传动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主要

是由于《八月未央》未能按期取得发行许可证，导致该剧收入无法在 2016 年度

得到确认。中联传动在 2016 年 1 月签署了作家“安妮宝贝”的小说改编的 80

集大型青春题材电视剧《八月未央》的拍摄制作投资合同，中联传动投资收益占

比 30%，电视台发行费收益为 10%，该项目于 2016年 5月签订了男女主演（韩国

一线演员出演男一号），并与 2016 年 6 月在上海、加拿大开机取景拍摄，2016

年 9 月完成拍摄，11 月基本完成后期制作；2016 年 6 月制片方与腾讯视频签署

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新媒体）采购合约，电视台的发行计划为首播一颗星独播或

首轮两个卫视同步播出。但由于受到国际突发事件及国内影视行业监管政策变化

等因素影响，未能按计划于 2016年 11月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从而导致该剧

收入无法在 2016 年确认，由中联传动作为该剧的独家电视发行方也因未如期取

得发行许可证而未能开展后续电视台发行工作，严重影响了中联传动 2016 年承

诺业绩的实现情况。  

根据公司与中联传动原股东吴宗翰、孙勤、王秋野签订的《关于北京中联传

动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在承诺期内，若经审计，中联传动

每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和，则补偿人（吴宗翰、孙勤、王秋野）应在当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十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当年的补偿金

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在计算各年应补偿金额时，若计算出的各年应补偿金额少

于或等于 0，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盈利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盈利数）÷盈利承诺期内各年

度盈利预测数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由补偿人

依据其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各自所持中联传动股权比例承担。根据以上方式计算，

当期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金额总额为人民币 56,485,818.23元。根据公司与吴宗

翰、孙勤、王秋野签订的《关于北京中联传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若中联传动达到 2016 年度所约定的承诺利润数，本次公司支付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120,951,600 元。2016 年度中联传动未完成业绩承诺的补偿

款将在当期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做扣减处理，则当期应支付给中联传动原股

东的股权转让价款余额为 64,465,781.77元，将根据相关协议进行支付安排。为

了支持公司发展，保护投资者权益，经友好协商，公司同吴宗翰、孙勤、王秋野

后续签订了《关于无锡中联传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协议约定，鉴于中联传动未达到 2016 年度所约定的承诺利润数，公

司本期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扣除本期应补偿金额后，公司向中联传动原股东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将延至与下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一并支付。 

（2）公司全资子公司淘乐网络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8,212.86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8,087.16 万元。淘乐网络 2016 年度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原则确定）较原股东业绩承诺数少

362.84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5.71%。淘乐网络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主要是

因为游戏行业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 年度网络游戏行业竞争异常激烈，

特别是回合制手游的迅速发展，对回合制客户端游戏带来了显著的冲击。淘乐网

络的回合制端游《桃花源记 2》凭借在游戏题材、画风、音乐、技术上的领先优

势，在恶劣的客户端游戏市场环境下依然取得了盈利成绩，但是仍未达到预期的

增长效果。同时，新产品研发所带来的研发成本增加也是原因之一。为适应互联



网及游戏市场的发展趋势，公司 2016 年在手游开发上加大了研发投入，特别是

回合制手游《桃花源记·手游》，从故事情节到人物角色、从场景到特效等等，

每个细节都力求精益求精，欲将其打造成细分领域的精品。该游戏 2016 年进行

了首轮技术测试，2017 年 3月进行了不计费删档封测，基本指标都达到 A+级别。

2017 年，淘乐网络将在稳定端游产品的基础上，重点转型到手游领域，加大对

手游领域的研发投入，手游产品的不断推出亦会给公司带来良好的盈利增长。 

根据公司与淘乐网络原股东曾李青、王卿羽、徐宁、邱为民、深圳市架桥富

凯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郑航、赵顺伟、罗捷签订的《关于深圳淘乐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在承诺期内，若经审计，淘乐网络每年

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和，则补偿人（曾李青、王卿羽、徐宁、邱为民、深圳市

架桥富凯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郑航、赵顺伟、罗捷）应在当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出具后的十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

如下方式计算（在计算各年应补偿金额时，若计算出的各年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

于 0，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盈利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盈利数）÷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盈利

预测数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由补偿人依据其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各自所持淘乐网络股权比例承担。根据以上方式计算，当期

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为 5,580,194.92 元。根据公司与淘乐网络原股东签订

的《关于深圳淘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若淘乐网络达到 2016

年度所约定的承诺利润数，本期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162,500,000 元。

2016 年度淘乐网络未完成业绩承诺的补偿款将在当期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

做扣减处理，则当期应支付给淘乐网络原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款余额为



156,919,805.08 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公司已于淘乐网络专项审计报告

出具后十日内完成本期转让价款的支付工作。 

（3） 公司子公司悦融投资的参股公司康曦影业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6,130.52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6,060.34万元。康曦影业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较原股东业绩承诺

数少 1,139.66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84.17%。康曦影业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

主要原因是《八月未央》未能按计划时间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从而导致该剧

无法在 2016年度进行发行收入的确认及未能开展后续的电视台发行工作。 

根据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相应业绩补偿条款如下： 

①根据悦融投资与康曦影业及原股东王小康、王劲茹签订的《关于康曦影业

无锡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的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内容，在承诺期内若标

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年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小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即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承诺净利润无法实现的），则甲方与原股东同意对标

的公司的投后估值进行调整，应调减的标的公司估值金额（N）=（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三年的承

诺净利润数总和×93,000 万元，调整后的标的公司投后估值（P）=106,000 万元

－应调减的标的公司估值金额（N）。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调减的标的公司估值金额小于 0时，按 0 取值，即已

调整的标的公司投后估值及甲方在标的公司调整后的持股比例、原股东已支付给

甲方的超额增资价款及利息不回调、不冲回。 

甲方有权根据调整后的标的公司投后估值（P），选择以下补偿方式：收回

超额支付的增资价款 

甲方超额支付的增资价款（Q）=13,000 万元－标的公司投后估值（P）×



12.2641%。 

原股东应当按照届时其持股比例将应支付给甲方的超额增资价款（Q）及其

按照年化利率 10%所计算的相关利息退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由于上述超

额支付的增资价款及其利息的退回所产生的税费，根据中国税法的相关规定，由

甲方和原股东各方各自承担 。各年的甲方超额支付的增资价款及其利息的退回，

应当于标的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根据以上计算方式，当

期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为 5,046,209.58 元。 

②根据悦融投资与康曦影业原股东王小康、王劲茹签订的《关于康曦影业深

圳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内容，在承诺期内，

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年经审计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小于当年承诺

净利润的（即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承诺净利润无法实现的），则转让方同

意对甲方进行现金补偿。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22078.2

万元-累积已补偿金额。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各年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

值，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各转让方应当于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各年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上述现金补偿事项。根据以上方式计算，当期未

完成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为 9,284,715.91元。 

根据与康曦影业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在康曦影业完成 2016 年

承诺净利润的前提下，甲方应于标的公司 2016 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向转让方

分别支付全部剩余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即向王小康支付 8,830.35 万元，向王劲

茹支付 2,208.75万元。2016年度康曦影业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款将在本次股权

转让价款中根据原股东持股比例做扣减处理，待审计报告出具后，悦融投资将在

规定时间内安排剩余股权转让对价款的支付工作。 



3、电视剧《八月未央》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原因、解决措施及进展，

中联传动投资拍摄的其他影视作品许可资质的取得情况 

电视剧《八月未央》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因的情况说明如上第 2点中

联传动及康曦影业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说明中所述，此情况对国内有类似情况

剧目的影视公司均产生负面影响，但该影响预计为暂时性的，待相关形势缓和后

此类作品的许可证预计可正常获取。上述情况是普遍性现状，并非中联传动的竞

争力下降所致。 

中联传动投资拍摄制作、发行、上映的其他主要影视作品许可资质的取得情

况如下： 

（1）46 电视剧《狐狸的夏天》：2016 年 12 月取得发行许可证，在开机期

间已经与腾讯签订了预购合同，2017 年 4 月腾讯视频播出；卫视首轮为四川卫

视，2017 年 5月正在播出； 

（2）46 集电视剧《毕业季》：2016 年 12 月取得发行许可证，在开机期间

已经与腾讯签订了预购合同，目前正在腾讯视频排档等待播出； 

（3）37 集电视剧《女人不容易》：2015 年 11 月取得发行许可证，同年已

经发行几家地面卫视和新媒体平台，首轮卫视播出为 2016 年 4 月在山东卫视和

河北卫视，2016年确认收入为首轮卫视发行及其他地面卫视发行； 

（4）50集电视剧《血债血偿》：2016年 9月取得发行许可证，目前已经签

署卫视及地面合同：江苏电视台、天津电视台、东方电视台等，目前发行进展顺

利。 

（5）40集电视剧《猴票》：2016年 9月取得发行许可证，目前已按照双方

的回购协议约定收回投资本金和约定收益。。 

（6）52集电视剧《谎言的诱惑》：2015 年 7月取得发行许可证，目前已经



签署电视台合同 8家,且已经与其他投资方签署回购协议约定收回投资本金。 

（7）网路剧《灭罪师》：2016年 6月交片给爱奇艺视频，2016 年 7月上线

播出。 

（8）网络剧《心理师》：2016 年 12 月交片给腾讯视频，2017 年 4 月上线

播出。 

（9）网络剧《被催眠的催眠师》：2016 年 12 月交片给搜狐视频，2017 年

4月上线播出。 

（10）部分网络大电影：2016 年第三、四季度拍摄完成，并签署发行合同

上线播出。 

4、 公司对中联传动盈利承诺期、补偿方式进行调整的具体原因、考量因

素，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中联传动在 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69.20%，为更好地保护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防范及控制风险；敦促中联传动在 2017 年及未来的经营

过程中，加强公司管理、合理高效的开展项目运营，实现预期业绩目标。最终保

障公司长久、持续、稳定的发展。此外，基于中联传动拥有众多业内优质资源及

IP 储备，中联传动公司管理层亦对于未来经营发展有着充分的信心，故公司与

中联传动原股东协商一致，各方决定变更中联传动盈利承诺期、补偿方式等部分

实施条款。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条款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且业绩承诺人延长业绩承诺期限，有利于保障中联传动和大晟文化的发展，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及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对公司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公司已与吴宗翰、孙勤、王秋野签署《吴宗翰、孙勤、王秋野与大晟时代文

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及《吴宗翰、孙勤、王



秋野与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对盈利承诺期、补偿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调整。 

 

（三）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情况 

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影视文化、网络游戏等，请补充

披露以下行业信息。 

问题六、对于影视业务，请补充披露：（1）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前五

名的电影、电视剧及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名称、收入及成本情况、合计收入金

额及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等；（2）报告期内计划拍摄的电影、电视

剧及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实际进展情况、许可资质的取得情况、2017 年上半年

新增或取消的电影、电视剧及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拍摄计划等。 

回复：  

1、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前五名的影视作品情况：                                                             

排名 项目名称 收入确认 成本结转 
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1 网剧《心理师》 47,169,811.50 28,301,886.79 22.25% 

2 电视剧《狐狸的夏天》 29,509,433.96 13,231,342.42 13.92% 

3 网剧《灭罪师》 25,471,698.21 18,769,380.75 12.02% 

4 
网剧《被催眠的催眠

师》 
24,528,301.98 14,607,943.44 11.57% 

5 
电视剧《别让爱你的

人等太久》 
15,211,792.45 7,033,018.89 7.18% 

合计 141,891,038.10 81,943,572.29 66.94% 

2、报告期内计划拍摄的影视项目实际进展及许可资质的取得情况请详见如

上就第五个问题中第 3 个小问题的相关回复；2017 年上半年新增或取消影视项

目的情况说明如下： 

2016 年计划拍摄制作的项目有：《仙侠世界》、《捉妖世家》、《画皮外



传》、《江山致远》、《小时代》系列电视剧网剧、《本命年》、《被催眠的催

眠师》、《心理师》、《灭罪师》、《狐狸的夏天》、《毕业季》、《八月未央》、

《情迷冯家屯》、《桃花源战纪》等项目。 

由于影视剧能否如期推出不但受到剧本、资金筹备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导

演、主演演员能否如期签约，档期、价格是否能够协商一致；作品形式是否能够

契合当下消费群体的品味，监管导向是否有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16 年筹

备项目中，《仙侠世界》、《捉妖世家》、《画皮外传》、《江山致远》、《小

时代》系列、《本命年》等在剧本、资金筹措方面都已于 2016 年初完成，但是

由于演员价格快速飙升、导演档期等问题导致项目迟迟不能开机，长时期的拖延

导致原项目定位已经不符合当下市场的需求，故错失了继续推进的条件，公司已

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并在 2017 年第一季度基本收回了全部的投资制作款，未对公

司造成损失。 

2016 年筹备的项目中，《被催眠的催眠师》、《心理师》、《灭罪师》、

《狐狸的夏天》、《毕业季》、《情迷冯家屯》、《桃花源战纪》等影视项目均

按计划拍摄完成并已发行，公司通过几个较成功的超级网剧获得了新媒体平台的

认可，未来公司将继续保持与新媒体良好合作。 

除上述项目外，公司 2016 年重点投拍的电视剧《八月未央》已于 2016 年

四季度拍摄完成，由于受到国际突发事件及国内影视行业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影

响，暂未取得发行许可证，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沟通申请之中。 

2017 年新增计划拍摄的影视剧主要有：网剧续集《被催眠的催眠师 2》、

《熵次元》、《7》；电视剧《谁的青春不叛逆》、《雾都谍影》、精品大制作

网台剧《彼岸花》等，从目前进度看上述剧目能够按计划进行拍摄制作和发行。 

近年来，新媒体用户呈现爆发性增长，传统电视媒体广告体量下滑，导致



大量传统的影视剧公司从电视台走向了新媒体平台，作品由传统的电视剧向着网

络剧，网台联动精品剧，网络大电影转型。整个影视剧市场正在随着互联网的大

潮日新月异。中联传动不断增强与新媒体的合作力度，大部分影视剧作品能够在

开机前后签订的新媒体发行（采购）预购合同，具有筹备大型精品网台项目的能

力。例如电视剧重点项目《八月未央》、《狐狸的夏天》、《毕业季》均在开机

期间已经与知名新媒体平台签订了预购合同。 

中联传动在新媒体的浪潮中成功转型，2016年投资拍摄了新媒体定制作品

《被催眠的催眠师》、《心理师》、《灭罪师》获得了新媒体平台的认可，公司

将继续保持与新媒体的合作，2017 年将拍摄《被催眠的催眠师 2》、《熵次元》

等网络剧作品，保持每年 2-3部口碑网络定制剧。在拍摄网络剧的同时，另一方

面重点投资拍摄网台联动的精品大剧，公司 2016年投资拍摄的《狐狸的夏天》、

《八月未央》、《毕业季》都取得了新媒体平台的预购合同，2017 年公司延续

2016 年的经营策略，投拍了《狐狸的夏天》后续青春偶像作品《谁的青春不叛

逆》以及《八月未央》的兄弟篇《彼岸花》。未来公司将持续保持每年 2-3部网

台联动的精品大剧，不断开拓公司潜力及业绩增长点。 

 

问题七、对于游戏业务，公司未按照《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

号——新闻出版》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请公司对照相关规定，补充披露行业

信息。 

回复：按主要业务类型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推广营销费用及其占收入

比例、付费用户数量、ARPU 值、充值流水等，并披露游戏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

和确认时点、重要游戏的运营模式以及收费方式等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推广营销费用及其占收入比例, 重要游戏的运营



模式以及收费方式如下： 

游戏名称 
游戏类

型 

运营模

式 

收费

方式 
收入 

收入占

游戏业

务收入

的比例 

推广营销费用 

推广营销

费用占游

戏推广营

销费用总

额的比例 

推广营

销费用

占该游

戏收入

的比例 

《桃花源记》 

2D回

合制网

游 

自主运

营 

道具

收费 
83,965,568.83 62.52% 5,829,816.70 34.88% 6.94% 

《御剑红尘》 

2D回

合制网

游 

自主运

营 

道具

收费 
17,382,949.78 12.94% 3,211,204.04 19.21% 18.47% 

《桃花源记

2》 

2D回

合制网

游 

联合运

营 

道具

收费 
21,326,058.13 15.88% 5,327,446.23 31.87% 24.98% 

《天天魏蜀

吴》 

2D卡

牌类手

游 

授权运

营、联

合运营 

道具

收费 
7,140,112.80 5.32% 2,345,413.57 14.04% 32.65% 

《灵域》 

2D回

合制网

游 

授权运

营、联

合运营 

道具

收费 
2,211,296.17 1.65% 0 0 0 

其他 

2D回

合制网

游 

授权运

营、联

合运营 

道具

收费 
2,274,509.52 1.69% 0 0 0 

合计    134,300,495.23 100% 16,713,880.54 100% 
—

— 

注：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成本 3,937,860.62元，主要为自主运营游戏的成本，营业成

本构成主要为客服人员、网站部人员及运维人员薪酬和服务器费用，公司自主运营游戏主要

为《桃花源记》，因此不对营业成本按游戏进行区分。 

2、淘乐 2016 年度主要游戏月平均付费用户数量、ARPU 值及全年充值流水

情况如下： 

游戏名称 付费用户数量（月平均） ARPU 值（月平均） 全年充值流水 

《桃花源记》 16,707 456.58 90,796,123.00 

《御剑红尘》 4,492 402.50 18,642,364.00 



《桃花源记 2》 17,221 433.18 28,473,887.00 

3、淘乐网络游戏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和确认时点如下： 

根据游戏运营平台的所有权不同，游戏运营模式主要包括自主平台运营和第

三方平台联合运营两种运营模式。 

A：自有平台运营： 

自有平台运营是指公司将自主开发的游戏产品利用自有游戏平台发布并运

营。在自有平台运营模式下，公司全面负责游戏的运营、推广与维护，提供平台

游戏上线的广告投放、在线客服及充值收款的统一管理。游戏玩家在直接在公司

游戏运营平台注册并进入游戏，通过对游戏充值获得游戏内的虚拟货币，使用虚

拟货币进行游戏道具的购买，公司在游戏玩家消耗完毕虚拟货币时将游戏玩家实

际充值并已消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B：第三方平台联合营运： 

第三方平台联合营运是指公司将自主开发的游戏产品交由第三方游戏运营

平台运营。在第三方平台联合运营模式下，游戏玩家需要注册成第三方平台的用

户，在第三方平台的充值系统中进行充值从而获得虚拟货币后，再在游戏中购买

虚拟道具。第三方游戏平台公司负责平台的运营、推广、充值服务以及计费系统

的管理，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公司按照与第三方游戏平台公司合作协议所计

算的分成金额在双方结算完毕核对无误后确认收入。 

 

（四）财务情况 

问题八、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商誉为 11.71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46.89%，

主要是公司收购中联传动、淘乐网络形成。报告期内公司对中联传动形成的商

誉计提了 2489.43 万元的减值准备。请补充披露：（1）形成较高商誉的合理性，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请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2）对中联传动商誉计提减值

准备的依据和测算方式；（3）结合中联传动和淘乐网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

明本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风险，并提示

相关风险。 

回复： 

 1、形成较高商誉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公司收购中联传动、淘乐网络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0 号一一企业合并》第十三条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方对

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

认为商誉。第十四条规定：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指合并中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负债及或有负债公允价值后的余额。 

由于中联传动、淘乐网络均为轻资产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较低，合

并成本主要参考收益法评估结果，合并成本远高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故形成较高商誉。商誉形成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中联传动 淘乐网络 

合并成本  604,758,000.00   812,5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02,410,177.54   118,722,324.01  

商誉  502,347,822.46   693,777,675.99  

注：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参考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评

估基准日估值结果确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查阅了公司收购中联传动、淘乐网络股权协议，评估报告，复核了购买

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情况，形成较高商誉主要系中联传动、淘乐网络均为轻

资产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较低，合并成本主要参考收益法评估结果，合



并成本远高于中联传动、淘乐网络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所致，商誉形成的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对中联传动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和测算方式 

（1）对中联传动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336 号评估报告中对中联传动的整体估值。 

（2）对中联传动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测算方式如下： 

项目 中联传动 

2016年 12月 31日中联传动合并净资产 157,048,380.16 

收购中联传动 2016年 12月 31日商誉余额 502,347,822.46 

合计 659,396,202.62 

中联传动 2016年 12月 31日整体评估值 634,501,900.00 

商誉减值金额 -24,894,302.62 

经测算，收购中联传动形成商誉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减值金额为

24,894,302.62元。 

3、结合中联传动和淘乐网络承诺完成情况，说明本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风险，并提示相关风险 

（1）中联传动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的，2016年中联传动业绩未完成的

主要原因是企业 2016 年度电视剧重点作品《八月未央》，已与腾讯签订采购协

议，协议约定网络新媒体单集售价为 400 万/集，卫视台上星预计单级售价 200

万/集，该作品总集数为 80集。中联传动总投资份额为 30%，计算应分配毛利约

为 7200 万元（含税）。《八月未央》项目,由于受到国际突发事件及国内影视行

业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取得发行许可证的时间延期，故对中联传

动 2016 年的业绩有重大影响。基于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同时考虑 2016 年实际完成

业绩与 2016年承诺业绩差异主要系外部环境所致，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2）淘乐网络商誉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2016 年是网络游戏竞争异常激烈的一年，特别是回合制手游的迅速发展，

对回合制客户端游戏带来了显著的冲击。公司的回合制端游《桃花源记 2》凭借

在游戏题材、画风、音乐、技术上都具备的领先优势，在恶劣的客户端游戏市场

环境下虽未达到预期的大幅增长效果，但依然保持稳定的盈利水平。 

为适应互联网及游戏市场的发展趋势，公司 2016 年在稳定端游产品的基础

上，加大了手游产品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回合制手游《桃花源记·手游》，从故

事情节到人物角色、从场景到特效等等，每个细节都力求精益求精，欲将其打造

成细分领域的精品。该游戏 2016年进行了首轮技术测试，2017年 3 月进行了不

计费删档封测，基本指标都达到 A+级别。由于留存和付费的综合表现，淘乐网

络在主流渠道基本评得了最高评级 S级。手游产品的不断推出亦会给公司带来良

好的盈利增长。 

淘乐网络减值测试明细如下：  

项目 淘乐网络 

2016年 12月 31日淘乐网络合并净资产 208,379,088.79 

收购淘乐网络 2016年 12月 31日商誉余额 693,777,675.99 

合计 902,156,764.78 

淘乐网络 2016年 12月 31日整体评估值 910,199,800.00 

商誉减值金额 8,043,035.22 

经测试，收购淘乐网络商誉未发生减值。基于减值测试结果及考虑 2016 年

实际完成业绩与 2016 年承诺业绩差异较小，商誉未发生减值。 

（3）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风险，并提示相关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至少每年测试商誉是否发生减值。由于商誉金

额较高，若未来中联传动、淘乐网络业绩不达预期，未来将面临进一步商誉大幅



减值风险。 

 

问题九、年报披露，报告期内网络游戏的毛利率为 97.07%，请结合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披露游戏板块的收入和成本构成，说明毛利率较高的原因。 

回复：淘乐网络是以研发为主的游戏公司，公司的运营模式主要分为联合运

营及自主运营。对于联合运营, 合作期间发生的成本主要由合作方承担，故营业

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自主营运，公司自主营运的产品主要为回合制端游《桃花源

记》系列产品，基于回合制客户端游戏的长周期、用户较为稳定等特点，加之上

述游戏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处于收缩开服节奏的稳步收益阶段，故主要成本仅

为服务器成本和少量运维成本。公司查询了市场上同类运营模式的游戏公司指标

如下： 

                                                                淘乐网络 吉比特 冰川网络 电魂网络 

营业收入 134,300,495.23 1,305,428,576.07 380,679,133.45 494,414,894.42 

营业成本 3,937,860.62 52,393,218.87 34,373,383.25 35,541,639.29 

毛利 130,362,634.61 1,253,035,357.20 346,305,750.20 458,873,255.13 

毛利率 97.07% 95.99% 90.97% 92.81% 

注：上述比对公司数据来源于其披露的 2016年年度报告。 

从上表可以看出，淘乐网络略高率同类游戏公司，主要与游戏产品的类型及

所处的产品周期有关，但亦处于合理范围。 

 

（五）其他事项 

问题十、2017 年一季报披露，公司质押股权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68.78%。其



中，控股股东周镇科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5515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98.75%，占公司总股本 39.43%。请说明上述股权质押是否存在平仓的风险，

及对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回复：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周镇科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5515 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8.75%，占公司总股本 39.43%。周镇科先生资产较为

充足（其中：货币资金余额较为充足）、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若出现风险时，

周镇科先生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故上述

质押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未对公司产生

其他影响。 

 

问题十一、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接受吴宗翰先生财务资助

共计 33笔、累计金额 1.78亿元。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拆借本金余额 2531.61

万元，借款利息余额 251.22万元。吴宗翰为全资子公司中联传动的原控股股东。

请补充披露；（1）上述财务资助的利率和具体资金用途；（2）公司及其子公

司接受财务资助的原因、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回复：1、财务资助明细、利率及具体资金用途 

中联传动向吴宗翰借款明细 

借款日期 金额 支付账户信息 

2015.12.30 84,452,690.00 

江苏银行朝阳支行

6228760122000259302 

2016.5.4 80,000,000.00 

2016.5.10 7,000,000.00 

2016.9.20 7,000,000.00 

合计 178,452,690.00 

以上向吴宗翰的借款，利率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具

体资金用途如下： 



（1）2015 年 12 月 30 日向吴宗翰借入 8445.269 万元，为代中联传动归还

向周镇科的借款本金 8000万，及借款利息 445.269 万元。 

（2）2016 年 5 月 4 日向吴宗翰借入 8000 万，用于置换前期中联传动欠吴

宗翰个人的借款。 

（3）2016年 5 月 10日向吴宗翰借入 700 万，借入后用于缴纳税款。 

（4）2016 年 9 月 20 日向吴宗翰借入 700 万，借入后用于支付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到期贷款，以及影视剧的制作费。 

2、公司及其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的原因、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的资

金需求，鉴于影视项目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特点，按照行业运作惯例，公司需预

留流动资金以备后续投资项目使用。接受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拓

宽公司的资金来源，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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