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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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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幸福蓝海 股票代码 3005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赖业军 于强 

办公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8 号 28 幢 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8 号 28 幢 

电话 025-83188552 025-83188552 

电子信箱 laiyejun@omnijoi.com yuqiang@omnijoi.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8,630,999.54 959,523,788.81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81,031.42 86,367,043.36 -9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73,618.44 77,526,730.84 -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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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564,942.96 -57,186,803.16 349.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3 -9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23 -9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4.39% -4.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06,601,905.33 2,365,595,824.89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2,477,780.18 1,357,397,227.90 0.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6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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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省广播电视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28% 176,160,654 176,160,654   

天津力天融金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1% 26,861,640  质押 26,861,640 

江苏广电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5% 19,573,405 19,573,405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国有法人 2.25% 8,379,174 8,379,174   

江苏紫金文化产

业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1.57% 5,859,522    

吴秀波 境内自然人 1.50% 5,589,041  质押 5,589,041 

江苏广传广播传

媒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2% 2,681,287 2,681,287   

南京广电文化产

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9% 2,213,987    

夏冬松 境内自然人 0.41% 1,520,702    

张红 境内自然人 0.23% 860,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苏广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江苏广传广播传媒有限

公司的唯一股东，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广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江苏广

传广播传媒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98,415,346 股。另：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

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江苏紫金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11.11%权益。公司

未知除了上述以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夏冬松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400 股外，还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5,302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20,702 股。公司

股东张远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63,340 股外，还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800 股，合计持有 798,140 股。公司股东钟恒通过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1,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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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广播电影电视业 

     2019年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2019年度经营计划，秉承“渠道+内容”双轮驱动，各项业务稳中有序地开展。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863.1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08.1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4.12%；

基本每股收益0.01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5.65%。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一）电视剧业务 

     1、公司继续坚持“品质蓝海，创造幸福”的精品剧制作路线，及时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积极发出主流

声音，2019年上半年电视剧板块实现收入18,806.2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11%，主要来源于《江河水》、《香蜜沉沉烬

如霜》、《繁星四月》、《星火云雾街》等。同时，公司在影视剧创作上的品质追求也得到了业界专家的认可，参与制作的

电视剧《爱情的边疆》荣获第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原创），并入围了最佳编剧（原创）、最佳男配角、最佳

美术三项提名。 

     2、实现播出的影视剧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类型 题材 集数 播出时间 播出平台 

1 《星火云雾街》 参投 抗战剧 36 2019年1月10日 中央八套 

2 《国宝奇旅》 参投 抗战悬疑剧 42 2019年2月6日 江苏卫视黄金档 

3 《我要和你在一起》 参投 都市情感剧 65 2019年5月18日 
江苏卫视黄金档+优酷、腾讯、爱

奇艺同步播出 

4 《天衣无缝》 参投 年代谍战剧 46 2019年1月10日 
江苏卫视、浙江卫视黄金档+优酷、

腾讯、爱奇艺、芒果TV同步播出 

5 《封神：刺杀苏妲己》 参投 网络大电影 - 2019年5月11日 爱奇艺上线 

     3、处于后期制作或发行阶段的影视剧项目如下： 

序号 电视剧名称 
投资类

型 
题材 进展情况 取得许可资质情况 

主要演职人员 

1 《裸养》 主投 都市情感剧 发行中 取得发行许可证 
导演：侯明杰，主演：李佳航、邓

家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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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降利刃》（原

名《伞兵魂》） 
参投 

军旅剧（建国70

周年献礼剧） 
后期制作中 - 

导演：张蠡，主演：贾乃亮，李纯，

邢佳栋，张赫等 

3 
《邓丽君之我只

在乎你》 
参投 情感励志剧 发行中 取得发行许可证 

导演：吴蒙恩，主演：陈妍希、何

润东、江珊、吕一等 

4 《海上繁花》 参投 都市情感剧 发行中 取得发行许可证 
导演：花箐，主演：窦骁、李沁、

张云龙等 

5 《猎隼》 参投 谍战剧 发行中 取得发行许可证 
导演：张赫洋，主演：张翰、张俪

等 

6 《光荣时代》 参投 反特+刑侦剧 后期制作中 - 
导演：刘海波，主演：张译、赵立

新、潘之琳、薛佳凝等 

7 《铁家伙》 主投 抗战剧 发行中 取得发行许可证 
导演：耿明吉，主演：王挺、李一

含、李立等 

8 
《库尔班大叔和

他的子孙们》 
参投 年代剧 后期制作中 - 

导演：戴冰，主演：库尔班江、张

子健、尚铁龙、陈丽娜等 

9 《当你老了》 主投 都市情感剧 后期制作中 - 
导演：习辛，主演：刘之冰、茹萍

等 

     （二）电影全产业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电影业务板块实现收入79,056.8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32%，主要来源于公司院线发行及影城放映收

入。 

     1、电影制作、发行 

     公司整合各项资源适时壮大电影制作、投资领域，积极以各种形式参与优质作品的投资、制作，同时继续打造主控项目。

具体项目明细如下： 

序号 电影名称 
投资类

型 
进展情况 

取得备案/许可资

质情况 
主要演职人员 备注 

1 
《南方车站的

聚会》 
参投 发行中 

取得电影片公映

许可证 

导演：刁亦男，领衔主演：胡歌、

桂纶镁、廖凡、万茜等 

入围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档期暂未确定 

2 

《小小的愿望》

（原名《伟大的

愿望》） 

参投 后期制作阶段 - 
监制/导演：天羽生，领衔主演：

彭昱畅、魏大勋、王大陆等 
档期暂未确定 

3 
《两个人的海

岛》 
主投 筹备阶段 已备案公示 导演：陈力，主演 ：何冰等 - 

4 
《七乘七》（原

名《昆仑决》） 
主投 筹备阶段 - 演职人员待定 - 

5 《老伙计》 主投 筹备阶段 - 编剧：申捷 - 

6 
《人间•喜剧 

》 
参投 

电影已上映结

束 

取得电影片公映

许可证 

导演：孙周，领衔主演：艾伦、

王智、鲁诺、金士杰 
已于2019年3月29日上映 

     2、院线发行、影城放映业务 

     公司重视放映终端市场的建设和放映质量的提升，努力扩大院线规模，吸引优质影院加盟院线，增强规模效应，提高市

场占有率和影城的城市覆盖率。 

     （1）院线发行 

     报告期内，幸福蓝海院线实现票房11.2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44%，票房增长位居同行业前列；放映场次211.56万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0.90%；观影人次3,168.12万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83%，院线半年度位列全国院线票房第九位。截止

2019年6月30日，幸福蓝海院线旗下影城累计350家2,210张银幕，其中，1-6月净增加盟影城37家216张银幕，院线加盟影城

共计273家1,651张银幕；新增自有影城4家31张银幕，院线自有影城共计77家559张银幕（自有影城上海三林影城已于一季度

归属幸福蓝海院线）。 

     幸福蓝海院线不断提升影院服务水平，为加盟影城提供各项技术和平台支持，提高影城放映质量和经营管理模式，互惠

互赢。同时，幸福蓝海院线借助渠道优势，立足江苏，拓展发行代理业务，寻求自身经营理念转型。 

     （2）影城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投资并开业影城3家26张银幕（南京佳源影城、江都佳源世纪天成IMAX店、无锡光华影城），截

至2019年6月底公司投资并开业影城80家590张银幕（包括参股影城新街口影城、北京门头沟影城、苏州文体影城）。同时，

公司半年度完成签约项目9个62张银幕10,408个座位，即苏州相城第二文化宫项目（7张银幕，1,170个座位）、徐州贾汪恒润

广场项目（7张银幕，1,404个座位）、盐城悦达广场项目（8张银幕，1,500个座位）、盐城东台中南城项目（8张银幕1,341

个座位）、苏州光福镇东崦湖（4张银幕457个座位）、盐城新龙广场项目（10张银幕，1,609个座位）、徐州沛县德信九龙

城项目（8张银幕，1,208个座位）、淮安红星国际广场项目（8张银幕，1,330个座位）、常州溧阳平陵广场项目增厅（2张银

幕，389个座位）等。 

     （3）影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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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幸福蓝海直营影城77家559张银幕，其中IMAX影城23家，MX4D影城12家，中国巨幕1家，票房突破3.77亿

元。公司直营影城全面采用世界先进放映技术，为观众提供一流的观影体验，同时打造特色影厅，提供差异化服务，“幸福

蓝海国际影城”连锁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NOC管理平台，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管理提升效率，逐步调整人员结构及人员数量，减少人力成

本；优化收入结构，多渠道提升非票收入，对现有卖品集合店卖品销售模式及产品进行优化升级，增加大盘场租新业务洽谈；

推出并不断优化手机购票APP“幸福看”，打通“线上+线下”会员体系，推广自身购票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修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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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

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

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 

2019年4月1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19年第

一季度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

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财务

数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

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

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将原“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 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

置调整，即原列报在“财务费用”项目之后，现调

整列报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之后。 

2019年8月2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

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除上述项目

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

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

均无实质性影响。 

     2、期初及上期（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报表影响金额 

将原列报“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分别

列报到“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4,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000,000.00 

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归并

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871,592.9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871,592.94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票据 4,937,213.20 

应收账款 186,772,350.4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1,709,563.65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171,006,901.5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1,006,9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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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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