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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电影 6015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运 华一凡 

电话 021-33391000 021-333910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C座14楼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C座14楼 

电子信箱 daiyun@sh-sfc.com huayifan@sh-sf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159,003,172.24 3,164,126,380.27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2,652,717.22 2,320,264,616.98 -0.7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83,490.86 5,404,430.78 245.71 

营业收入 546,146,357.03 533,745,206.54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293,100.24 58,660,995.02 1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098,587.00 51,629,076.59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2.78 增加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14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22 258,523,597 258,523,597 无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5 12,126,403 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2.39 8,931,076 8,931,076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2,819,242 0 无   

郑慧华 境内自然人 0.36 1,328,700 0 无   

张显峰 境内自然人 0.30 1,106,0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0.26 986,498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4 892,000 0 无   

陈平 境内自然人 0.24 880,000 0 无   

姜卓嘉 境内自然人 0.24 879,8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

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6亿元，同比上升 2.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829.31 万元，同比上升 16.4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9.86 万元，同比上升 0.91%；每股净利润 0.18元；扣非后每股净利润 0.14 元。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的影院经营业务整体保持稳健有序。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已开业

资产联结影院 95 家；其中直营影院“SFC 上影影城”共 60 家（其中 1 家处于停业装修阶段），银

幕数 438 块，报告期内实现票房收入 3.92 亿元（不含服务费），同比增长 5.93%，市场占有率 1.36%，

实现观影人次 894.84 万，同比下滑 9.1%。上半年 SFC 上影影院稳人次、重服务，卖品销售额同

比增长 12.55%,人均卖品消费额（SPP）、卖品占比、购买率等均有明显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影院 2 家，分别位于贵州与深圳，下半年计划新开影院 5 家左右。新开

影院将秉持公司严格的项目筛选标准，同时公司将更注重观众的感知与互动体验，持续推动影院

数字化建设，试点打造智能影院，提升上影连锁影院运营效率。在影院租金持续上涨、影院竞争

压力不断增大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着重降本增效，合理控制成本。公司还将继续推进非票业务发

展，通过新品开发、丰富卖品种类、创新经营方式等手段，继续提高 SPP 金额。 

2019 年起，发行团队积极与上影集团、上影股份各部门之间进行业务联动，有效整合包括联

和院线与影院管理等优势资源，以以投带发、排片支持等多样化合作模式，积极寻求头部影片的

主控宣发权或联合宣发权，有力改善了发行业务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发行团队通过以投资

或垫资获取联合发行及联合推广权益为主要合作模式，参与了包括《海上浮城》、《流浪地球》、《今

夜在浪漫剧场》、《最后的勇士》、《刺杀宋子文》在内共 5 部影片的宣发工作，累计票房超过 46

亿元。下半年，公司将作为电影《攀登者》的主发行方，总体负责影片的宣传、发行工作；除此

之外，公司已积极拓展储备了多部影片，计划参与包括近期已杀青并计划于 2020 年上映的影片《第

八个嫌疑人》、首部购买引进的印度批片《恶魔》，以及《Trouble》、《一意孤行》等多部影片的宣

发工作。在制片、电商、影院终端等均以投资、票务合作、或排片合作等多样化模式参与电影发

行，发行领域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公司将依托渠道优势与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创新发行模式，

稳步提升发行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将上影发行打造成为产业链完整、经营模式多样的新型专业宣

发公司，实践“发行优先”的公司战略。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的联和院线继续保持规模优势。截至报告期末，联和院线共实现票

房 23.78 亿元（不含服务费），同比增长 3.07%；观影人次 6111.63 万，同比下降 7.60%；加盟影

院数 627 家，上半年度新增影院 42 家；市场占有率 8.24%，排名继续位于全国第三。上半年度联

和院线整体经营情况领先于大盘，但受电影市场大环境低迷影响，观影人次下降，拓展速度也趋



于放缓。当前院线加盟市场同质化竞争依然明显，影院经营压力增大，加盟费率持续走低，加之

院线牌照放开后、大型影管自行成立院线造成联和院线原有加盟影院的流失，也对联和院线规模

维持构成挑战。因此，院线在强化加盟业务的基础上，将前期试点成功的创新项目如电影党课、

激光放映改造等，不断加以固化，同时持续探索差异化放映内容、非票品类等新型业务，力求为

影院提升运营效能、增加营收利润。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随后，于 2017 年 5 月 2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财政

部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执行以上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照规定对期初数进行了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