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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2020-031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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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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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东方 股票代码 00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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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亮(代) 赵雨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63 号传奇星广场 7

号楼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63 号传奇星广场 7

号楼 

传真 010-59407600 010-59407600 

电话 010-59407645 010-59407645 

电子信箱 shiliang@sz000673.com zhaoyusi@sz00067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围绕影视内容、电影放映渠道进行布局，并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向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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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告期内，公司拓展的新业务发展良好，增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影院运营、演唱会、广告以及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业务等。 

2. 经营模式 

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如下： 

（1）电视剧业务：公司与其他投资方共同出资筹建剧组并进行影视剧的拍摄创作并发行，

或者采购其他影视剧经营机构制作的影视剧产品，通过将其播映权出售给电视台、新媒体取

得销售收入。 

（2）电影业务：公司与其他投资方共同出资，聘请专业的电影制作团队进行电影的拍摄

创作并发行，将其按照分成的模式出售给各大院线，院线再进一步在各个影院上映后，影院

根据票房情况与院线结算，院线根据分成情况与公司结算。 

（3）综艺节目：公司出资用于栏目制作、组建主创团队及演艺人员、拍摄阶段的制作费

用、发行宣传费用等，节目制作完成后，公司作为节目的投资方、出品方之一，最终通过综

艺节目在电视等平台播放后的广告以及节目发行权等的销售确认收入。 

（4）影院运营：公司通过收购具有票房潜力的影院，扩张公司旗下影院数量，并向影院

输出管理模式及团队，形成影城的规模化运营，扩张市场份额。主要业务收入来自于影院的

票房收入、卖品收入以及广告收入。 

（5）演唱会业务：公司通过授权拥有艺人演唱会独家代理权，负责艺人演出节目内容设

计及制作、演唱会的整体制作方案及设备租赁和调试、演唱会前期筹备、排练相关事项。主

要业务收入来源于演唱会的票房收入、广告收入。 

（6）广告业务：公司通过接受广告商的委托，在电视平台以及公司拥有完整、独立制作

版权的各类电视节目发布广告并收取广告费用。 

（7）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业务：公司以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结合人工智

能等尖端行业应用，坚持创新及自主研发，通过系统集成的业务模式参与客户项目建设实施

及运维，并向客户收取软件研发及技术运维服务费，及软硬件（含自有软件）销售收入。 

3. 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一）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 

随着行业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加强，文化传媒行业处于积极的调整中，电视剧的创作也正

回归理性，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孕育出了更多高质量的影视作品，积蓄力量，沉淀品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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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内容，提升质量成为行业的制胜之道。 

2019年，电视剧市场总投资规模相较于以往有所缩减。与2018年的445部相比，2019年电

视剧市场上线剧集总量下降，为351部，下降比例为21%，而全年电视剧备案共有905部剧、

34401集，与上年同期的1163部、45731集相比，分别下滑22.2%、24.8%。2019年的电视剧市

场在下行中处于调整适应的阶段。 

对于电影市场，在众多国产优质电影的推动下，我国电影总票房于2019年再创新高，全

年票房达到642.7亿元，同比增长5.4%。国产电影发展欣欣向荣，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无论

是原创题材还是IP改编都可圈可点，中国电影正焕发出旺盛的创造力。 

对于影院市场，近年来，随着我国影院数量规模的持续提升，影院银幕总数量也在不断

增长，截至2019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69787块，全年新增银幕9708块。但从增速来看，与

影院数量增速类似，我国银幕数量增速呈现下降趋势。 

对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市场领域，未来五年，由于政策支持以及多方技术融

合，中国大数据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产业价值将被进一步发掘。根据咨询机构IDC的报告

预测，2019年中国大数据市场总体收益将达到96亿美元，2019年~2023年预测期内的复合年均

增长率为23.5%，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3年，市场规模则将增长至224.9亿美元。从

大数据细分市场看，2019年中国大数据市场最大的组成部分依然是传统硬件部分，包括存储

设备及服务器，占比超过45%。在未来几年当中，软件和技术服务的市场占比将逐步加大。          

（二）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影视行业秉承精品路线，在内容选择上，对符合观众喜好、贴合市场观剧观影需

求、制作质量精良的影视剧进行采购，与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影院渠道端，公司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依托，辐射两湖、两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成

熟消费区域影院布局，正在运营的影院有27家，拥有157块银幕。2019年，公司新建影院1家，

其屏幕数为5块。与去年相较，随着影院市场竞争的加剧及优胜劣汰，公司影院家数减少7家，

屏幕数量减少35块。 

公司凭借在影院市场多年的运营实践，形成了一支拥有较高院线与影院管理水平的运营

团队，对旗下影院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 

此外，公司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引入在大数据方面深耕细作、优化整合、坚持创新的业

务团队，组建了由27人组成的技术研发及实施队伍，不断拓展业务合作伙伴。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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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95,010,481.23 776,206,020.29 -36.23% 820,254,14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2,134,291.80 -1,601,003,480.22 61.77% 109,673,21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3,804,286.93 -1,562,118,712.58 78.63% 108,479,24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023,344.94 -148,703,556.54 180.71% -465,826,088.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33 -2.0226 61.77% 0.13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33 -2.0226 61.77% 0.13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65% -118.27% 131.38% 4.7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504,849,849.49 2,136,197,643.35 -29.55% 3,666,852,56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579,991.72 553,212,205.43 -129.21% 2,154,235,255.4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1,764,958.04 123,875,982.91 138,849,771.95 130,519,76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17,091.17 -26,669,408.77 44,694,585.61 -604,042,37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392,583.50 -26,596,940.51 43,555,483.92 -324,370,246.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38,457.19 11,109,152.67 53,524,965.60 45,550,769.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盟将威与井冈山市星光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星光企业”）于2019年9月18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收购星光企业持有的霍尔果斯当代陆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陆玖”）49%股权，股权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12,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全，股权转让事项尚未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此外，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条件为当代陆玖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业绩承诺金额。若未达

到业绩承诺，公司无需再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因此，本次交易支付对价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此，公司未将当代陆玖49%的

少数股东股权归属于母公司层面合并。年审会计师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的过渡期损益归盟将威所

有，且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此需将当代陆玖49%少数股东股权归属于母公司层面合并。公司根据年审会计师的意见，

对上述合并事项进行了调整，因此追溯调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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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0,79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1,12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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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当代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8% 175,555,554 0 

质押 175,555,554 

冻结 175,555,554 

南方资本－宁

波银行－当代

东方定向增发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1.87% 93,938,052 0   

鹰潭市当代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9% 85,400,000 0 

质押 85,400,000 

冻结 85,400,000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15,800,000 0   

北京先锋亚太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14,814,814 0 

质押 14,814,814 

冻结 14,814,814 

中国金谷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金谷·信

惠 94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78% 6,139,400 0   

中国金谷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金谷·信

惠 64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77% 6,117,010 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华昇 8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57% 4,475,149 0   

中国金谷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金谷·信

惠 52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56% 4,395,800 0   

中国金谷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金谷·信

其他 0.55% 4,324,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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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36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当代文化、当代集团及先锋亚太存在关联关系并构成一致行动人，具体关联关系

为：当代集团分别持有当代文化 90%的股权，先锋亚太 90%的股权；其他七位股东与本公司

以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其他七名股东之间本公司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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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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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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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一方面加强影视剧投资项目风险控制，一方面开辟具有稳定的业务模式的

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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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5,010,481.23元，同比减少36.23%；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612,134,291.80元，每股收益-0.7733元。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1. 影视剧业务 

公司积极盘活存量剧的销售，并于报告期内实现电视剧《因法之名》的网络销售。 

由公司联合投资的纪录片《原声中国》已于2019年10月31日起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

声中国》是一部以中国各地的民歌为载体，用歌者的故事讲述命运的作品。在今年10月举办

的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原声中国》成功入围本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D20提

名”评优单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电视剧业务收入10,403.21万元。 

影视剧业务中，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前五名的电影、电视剧及其他类型影视作品的收入

情况如下： 

 

项目 合作方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放映渠道 
本期合计收入金

额(元)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原声中国 
霍尔果斯合作成

功影业有限公司 
自投自制 导演：程工 网络 13,867,924.55 2.80% 

为了新中国（原

名：为了明天） 

北京艺德环球投

资有限公司 
联合投资 

总制片人：肖岗 

总监制：王志强 
电视台 20,754,717.02 4.19% 

因法之名 
浙江日月和明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投资 

导演：沈严 

演员：李幼斌、

李小冉 

网络 16,863,018.86 3.41% 

我的冤家住对

门 

北京天乙清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播映权买

卖 

 

导演：王骏晔 

主演：陈赫、王

鸥 

电视台 4,716,981.13 0.95% 

流金岁月 
宁波博源劳务有

限公司 

播映权买

卖 

导演：梁家树 

演员：罗嘉良、

温兆伦、宣萱、

林峰 

电视台 3,691,037.75 0.75% 

合计 - - - - 56,008,396.29 12.10% 

 

2.综艺节目 

公司联合投资的一档探索少年学国学的成长实践节目《少年国学派》已于报告期内在浙

江卫视开播。《少年国学派》对传统文化题材再创新，集国学、体验、益智、公益等元素于

一体，并借助公益的力量扩展国学的影响范围，成为了电视节目传承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

标杆。 

由公司制作的综艺节目《美丽人生》已在各地方卫视频道及腾讯、优酷、爱奇艺等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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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播出。《美丽人生》是一档大型时尚类美妆节目。旨在汇聚世界各国潮流资讯，搜罗各

路时尚单品并在节目中进行推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综艺节目收入2,756.49万元。 

3.影院业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影院共27家，银幕数合计为157块，实现年度票房合计14,447.9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影院业务共实现收入17,889.90 万元，主要为票房收入、卖品及广告收入

等。 

4.演唱会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代理的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相继在海口、广州、

新加坡、马来西亚、咸阳站等地开唱，共计举办了23场演唱会。报告期内，公司演唱会业务

实现收入14,607.07万元。 

5.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业务收入 3,561.71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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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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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441,441,698.76 -3,496,206.92 437,945,491.84 

其他应收款 304,295,121.83 -972,947.22 303,322,174.6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499,723.16 9,499,723.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46,389.03 1,339,468.81 18,685,857.84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1,717,674,275.23 -1,942,725.42 -1,719,617,000.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53,212,205.43 -1,942,725.42 551,269,480.01 

少数股东权益 110,898,888.96 -1,687,236.75 109,211,652.21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14,755,271.53 -2,754,969.96 12,000,301.57 

其他应收款 635,982,477.60 -70,194.56 635,912,283.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499,723.16 9,499,723.16 

股东权益：   -   

未分配利润 -1,746,215,372.00 -3,325,441.36 -1,749,540,813.36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

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执行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

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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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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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74户，新增9家，分别为：北京天弘瑞智科技有限公司、海南

当代清雪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当代映雪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当代东方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当代东方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当代晖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当代云晖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当代合雪科技有限

公司、厦门当代珂雪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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