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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董事长唐世鼎、总经理王钧、总会计师蔡中玉及财务部经理罗京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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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886,124.60 1,632,350,864.56 -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2,946,359.72 1,235,785,978.38 -2.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086,213.75 -77,386,583.60 -5.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6,124,203.24 209,047,412.66 -2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39,618.66 35,785,745.56 -19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24,023.07 35,755,791.05 -19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2.99 下降 5.6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 0.090 -19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 0.090 -19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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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3.4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4,064.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7,501.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046.71  

所得税影响额 -315,408.14  

合计 884,404.4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36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

影视城 
216,182,194 54.37 0 无 -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9,862,080 2.48 0 未知 - 其他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3,351,663 0.84 0 无 - 国有法人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

发展公司 
3,351,663 0.84 0 无 - 国有法人 

北京未来广告公司 3,351,663 0.84 0 无 - 国有法人 

董小琳 3,008,462 0.76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陈燕 1,767,000 0.44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信托成泉汇

涌八期金融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527,400 0.38 0 未知 - 其他 

张宏伟 1,377,172 0.35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舒欣枝 1,343,378 0.34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216,182,194 人民币普通股 216,18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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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862,080 人民币普通股 9,862,080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3,351,663 人民币普通股 3,351,663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 3,351,663 人民币普通股 3,351,663 

北京未来广告公司 3,351,663 人民币普通股 3,351,663 

董小琳 3,008,462 人民币普通股 3,008,462 

陈燕 1,7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7,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

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5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7,400 

张宏伟 1,377,172 人民币普通股 1,377,172 

舒欣枝 1,343,378 人民币普通股 1,343,3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述股东中, 发起人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中

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电视台，发起人股

东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未来广告有限

公司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子公司。  

2018年 3月 2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于 2018年 4月 19日挂牌。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公司的货币资金较期初下降 45.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 300,000,000.00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

了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的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 55.4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应收客户广告款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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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末，公司的预付账款较期初下降 79.7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广告业务预付广告

款结转成本所致。 

5、报告期末，公司的存货较期初增长 38.4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影视业务存货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公司的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 43.1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景区分公司修建改

造工程增加所致。 

7、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付账款较期初下降 75.1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广告业务应

付款所致。 

8、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 91.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了职工薪

酬所致。 

9、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 38.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了应缴税费所

致。 

10、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37.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广告业务媒体

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1、报告期内，公司的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 68,5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

少及税费减免致使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12、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33.9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旅游业务销售费

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3、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变动-30.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息收入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14、报告期内，公司的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变动 58.2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坏账

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5、报告期内，公司的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25,567.0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政府

补助及税费减免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6、报告期内，公司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变动 99.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被投资公司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17、报告期内，公司的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187.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2019年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在2020年度继

续与关联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部门、公司等开展关联交易，就版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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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项目、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广告经营项目、制作项目等多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合作。截止报

告期末，关联交易各项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分别为：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 

中央电视台 

版权转让及制作 

2,829.95 

鹿鸣影业有限公司 23.13 

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5.66 

中央电视台大风车少儿艺术团 3.76 

中央电视台 租赁及技术服务 513.36 

北京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业务 1.05 

收入小计    3,376.91  

向关联方采购 

中央电视台 

广告经营业务 

12,886.59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52.83 

北京中视汉威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版权转让及制作 

1.87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93.03 

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

任公司 
25.33 

采购小计   13,059.65  

合计   16,436.56  

 

2、公司与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公司”）的仲裁案经北京仲裁委

员会作出终局裁决后，盟将威公司未按照裁决内容履行其清偿义务。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京01执720号。 

执行过程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盟将威公司目前无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房屋所

有权、车辆所有权、对外投资，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继续执行的条件成就后再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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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披露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与盟将威公司仲

裁案的执行进展公告》（临2020-03）。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滚动使用3亿元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

挂钩利率）产品、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五个月结构性存款、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

性存款 91 天（黄金挂钩看涨）三款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披露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2020-0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旅游业务及广告业务受到影响，无锡影视基地和南海影视城阶段

性闭园，广告业务维持现有订单和开拓新客户方面困难增加，预计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净利润将出现亏损。 

虽然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公司长期的持续盈利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公司将

全力落实本年度经营战略和经营计划，降本增效，开源节流，力争将疫情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降到

最低。 

 

 

公司名称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世鼎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