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大晟文化       股票代码：600892       公告编号：临2017－074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 

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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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近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

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的决定》（[2017]4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公司高度重

视，责成相关人员对决定书中涉及事项进行认真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和要求，落实整改措施。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 业绩预告编制不严谨 

存在问题：2016年 4月 21日，你公司发布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披露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完成无锡中联传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联传动”)与深圳淘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

乐网络”)的收购，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0.94万元，

较去年增长 242.31%。2016 年 4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的年报显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际数为-980,283.42元，业绩快报发

生盈亏性质判断错误。核查显示，你公司未对中联传动 2015年 12月



的一笔重要收入确认财务凭证附件认真审核，未能及时发现其核算差

错问题;后年审会计师在预审时认为该笔收入应确认在 2015 年 12 月

14日，而合并报表日为 12月 17日，相关收入不应纳入 2015年合并

报表范围，调整后你公司 2016年业绩由盈利转为亏损。 

 

整改措施：公司对于业绩预告与经审计后的 2015 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存在 5,189,683.02 元差异，净利润由盈利转为亏损

的事宜，公司管理层同会计师事务所多次积极沟通并进行了认真的分

析。同时，对于以上存在的问题，严格按照《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

责任追究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认定。公司于 2016年 4月 26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关于讨论年度经审计业绩与业绩快报差异责任

人的会议，公司总经理及相关工作人员均参加了此会议，会议认定了

内部相关责任人并对相关内部责任人作出处罚决定。针对事项中显现

的公司内部管理上的缺陷，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责令相关责任人： 

1、加强内部监督和复核工作，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2、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

力。  

整改责任人：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子公司中

联传动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 

计划完成时间：2016年 4月 26日前 

落实情况：整改已落实。同时，公司已完善《子公司综合管理制

度》，公司全面加强了对子公司的内控工作，将长期抓好落实，持续



规范。 

 

（二）对子公司管控薄弱 

存在问题：一是资金管控方面。2014年底至 2016年 5月，你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联传动以参与拍摄影视剧为由，通过预付款形式支付

了 1.66 亿元的投资款。经核查相关合同、资金支付流水，关注到相

关影视剧的实际拍摄进度滞后于合同约定，且中联传动未能提供拍摄

进度低于预期的合理解释，资金支付的依据不充分，资金管理相关的

内部控制薄弱。二是授权执行方面。根据你公司董事会授权，你公司

全资公司淘乐网络仅可以将富余资金购买无风险型理财产品。核查显

示，淘乐网络 2016 年累计投入(滚动)10.94 亿元购买理财产品，其

中大部分为非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超出授权范围。 

整改措施： 

一、公司全面加强了对子公司资金管理及授权执行方面的流程管

理，特别是对于需支付款项的审议及付款管控流程。公司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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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初收回了于 2014年投资且超期未开机项目的制作或

投资款 2400万元，2017年初收回了于 2015年及 2016年投资且已超

过期限未开机项目的制作款或投资款 1.42 亿元，共计收回未按进度



实现的投资款项 1.66亿元。 

2017年 5月 31日，公司召开了关于中联传动在资金管控方面的

问题的讨论会议，公司及中联传动管理层、财务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定了内部相关责任人并对相关内部责任人作出处罚决定。同时，

公司要求中联传动管理层每个月向公司提交项目进度表，及时向公司

汇报投资或参与项目的完成情况。 

二、公司及淘乐网络的管理层、财务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对于

淘乐网络 2016 年累计滚动购买理财产品的类别问题进行讨论，其所

购买的理财产品大部分严格定义属非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购买理财产品议案后的授权执行方面，认定了内部

相关责任人并对相关内部责任人作出处罚决定。 

关于加强子公司管控方面，公司将按照《子公司综合管理制度》

加强执行管理，并要求子公司在经营、财务管理等重要事项，召开其

董事会审议，达到母公司大晟文化披露标准的需提议召开大晟文化董

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同时，加强对于理财产品的了解，提高意

识，加强审核机制。 

整改责任人：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子公司总经理及财

务负责人 

计划完成时间：2017年 8月 31日前 

落实情况：公司就此事项分别同子公司中联传动及淘乐网络管理

层开展了专项讨论，各项加强管理的措施均已落实，将长期抓好落实，

持续规范。 



 

（三）相关事项列报或核算不合规 

存在问题：一是将非保本保收益型理财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列报。

淘乐网络 2015、2016 年将非保本保收益型理财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

列报。经核查相关董事会决议、理财合同等资料，淘乐网络所购买的

理财产品绝大部分来源于非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根据证监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的

规定，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应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二

是淘乐网络应收账款转让相关核算及列报不合规。2016 年底，淘乐

网络将长期无法收回的 224.14 万元的应收账款作价 224 万元转让给

第三方。核查显示，该应收账款形成时点为 2014 年，债务人已表示

拒绝支付，款项收回的可能性较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由于应收账款回收具有不确定性，淘乐网络 2016 年不应确

认与该应收账款相关的营业收入，涉及的金额约为 138 万元;应收账

款转让属于收款权利的让渡，应根据当期收入确认金额，将转让对价

中的相应部分作为营业外收入入账，并列报为非经常性损益。 

整改措施： 

一、经核查后我司将淘乐网络 2015、2016 年非保本型理财收益

列入投资收益科目并作为经常性损益列报。淘乐网络非保本保收益型

理财产品 2015年投资收益为 490.96万元， 2016年为 580.00万元，

现调整为非经常性损益，影响营业利润分别为 423.10万元及 516.65

万元。 



二、淘乐网络 2016 年不应确认上述应收账款相关的营业收入，

涉及的金额约为 138万元，现将 138万元作为营业外收入入账，列报

为非经常性损益，影响营业利润 120.82万元。 

受上述整改影响，2015年度及 2016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调整为-304.64 万元和 9,715.49 万元，相

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分别调整为-0.05 元和 0.69

元，相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调整为

-43.81%和 6.10%。该整改对淘乐网络 2015、2016年度合并净利润无

影响,也不影响公司 2015年度及 2016年度合并净利润。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报告，淘乐网

络 2016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87.16万元，淘乐网络 2015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4.72万元。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重新认定，

淘乐网络 2016 年、201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盈利数分别调减

637.46 万元、423.10 万元。淘乐网络 2016 年度、2015 年度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449.70 万元、

6,261.62万元。 

根据淘乐网络业绩未实现情况的补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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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其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各自所持淘乐网络股权比例已按原

业绩实现情况完成补偿金额 558.02 万元。经重新认定后，淘乐网络



2015年、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盈利数合计调减 1,060.57万元，

应增加补偿金额约为 3,322.58万元，以上补偿款将计入我司 2017年

度营业外收入。公司与上述补偿人签订的《关于深圳淘乐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内容未做任何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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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公司支付的下

一期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 

公司年审会计师、保荐机构对调整事项出具专业意见。 

公司召开了专项会议讨论分析了存在问题，也将加强同证券持续

督导机构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并且要求财务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子公司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日后积极参加证监会、 上交所、

会计机构组织的各项有关最新财务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相关培训，不断

提升工作素养和能力。 

整改责任人：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子公司总经理及财

务负责人 

计划完成时间：2017年 8月 31日前 

落实情况：公司年审会计师及保荐机构对此事出具了专业意见，

公司将做好长期抓好落实，持续规范。 

 

（四）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决策程序倒臵 

存在问题：2015 年 12 月 29 日，你公司实际已使用募集资金

2,445.65 万元臵换了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偿还债务”的自筹资金。

直到 2016年 1月 25日，你公司才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公



司以 3,032.61 万元臵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相关决策

程序倒臵，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第十条“臵换事项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并披露”的有关规定。 

此外，你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设立未经董事会审批，违反了《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第二条“上市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

项账户集中管理和使用”的规定。 

整改措施： 

一、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第八项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的第（10）条募集资金投向，“如本次募集资金到

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

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臵换。” 同时，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二十项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

相关事宜的议案》，议案提请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为本次发行的获授

权人士，代表公司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发行、上市等有关事

宜。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支付了

24,456,491.11元给公司，用于偿还募集资金用途中的偿还债务的事

项。出于审慎原则，公司于 2016年 1月 25日再次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臵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用于归还债务的资金臵换的支付时间早

于董事会审议此议案时间，操作上存在瑕疵。 

二、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第十九项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授权

公司于发行前选择一家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

圳华侨城支行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也对此事项发布了

临时公告但未有再次召开董事会就设立专项账户事宜进行审议，审议

程序上需更为严谨。 

公司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积极组织信息披露人员及财务人员开会

讨论，董事会秘书及财务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并要求公司证券部、

财务部人员加强对于募集资金管理的学习，积极参加证监会、上交所、

会计机构组织的各项有关财务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相关培训，不断提升

工作素养和能力。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计划完成时间：即时执行，长期抓好落实，持续规范。 

落实情况：完成对于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及信息披露有关规定的学

习，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学习及加强管理意识。 

 

证监局的后续整体整改要求： 

一是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



规的学习，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特别是与财务报表相关

的内部控制体系，确保资金、资产的安全性以及财务核算的合规性。 

二是你公司应对财务核算和列报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纠正事项

涉及业绩承诺履行的，应重新确定业绩完成情况及应补偿的金额，公

司年审会计师、保荐机构应对就前述事项出具专业意见。 

三是你公司应对中联传动等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问责。 

四是你公司应于 2017年 8月 31日前完成整改工作，并向我局提

交整改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应包括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整改效果等内

容。 

整体整改措施： 

一、根据《决定书》的要求，公司将持续加强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从理念上提升公司治理水

平；公司证券部将进一步加强对董监高人员在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

露等方面的培训和学习组织工作；公司后续将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领

导下，组织财务、证券、审计等部门，对内部管理和会计核算进行全

面审视和梳理，核查薄弱环节或不规范情形，并建立追责机制，推动

切实落地实施。 

二、根据《决定书》提出的财务核算和列报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

对于涉及业绩承诺的淘乐网络业绩完成情况及补偿金额进行重新评

估认定。公司年审会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保荐

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专业意见及相关更新报告。 

三、就《决定书》所提事项，公司积极召开了内部管理层会议，



会议认定了公司及子公司中联传动的内部相关责任人并对相关内部

责任人作出处罚决定。 

四、目前公司已完成整改报告，将按期把公司整改总结报告提交

给深圳证监局，并对公司所述的整改内容积极落实，对已落实事项将

做好长期抓好落实，持续规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监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并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完善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