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2019-085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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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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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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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59407645 010-5940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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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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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25,640,940.95 506,996,895.40 525,932,989.20 -5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622,291.38 113,927,057.01 82,072,980.71 -16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944,732.89 108,453,593.37 76,599,517.07 -16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47,609.86 1,159,513.46 10,462,599.18 100.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5 0.1439 0.1037 -164.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5 0.1439 0.1037 -164.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8.71% 4.86% 346.95% -1,345.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074,765,590.04 2,136,197,643.35 2,136,197,643.35 -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0,577,579.65 553,212,205.43 553,212,205.43 -9.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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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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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 101,85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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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旭熙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1% 27,777,778 0 质押 27,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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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860 

高家珍 境内自然人 1.34% 10,603,015 0   

吕桧瑛 境内自然人 1.23% 9,703,8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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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7% 6,117,0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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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厦门华鑫丰广告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5,555,556 0 质押 5,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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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旭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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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旭熙 90%的

股权，先锋亚太 90%的股权；其他六位股东与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没有关

联关系；其他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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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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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受到文化传媒行业整体调整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现金流呈现趋紧状态。为了保障公司正常

运营，公司通过控制成本、缩减业务投资规模、处置盈利能力差的低效资产、加强款项催收并积极开拓新

的业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等措施，缓解流动性风险，以促进公司长远的健康发展。 

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62.2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4.12%。 

    （一）影视剧业务及综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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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共

实现影视剧业务收入1,025.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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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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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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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00后、10后站上舞

台，展示当代少年的国学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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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下半年电视剧拍摄、发行计划表： 

序号 剧目名称 取得许可证

资质情况 

计划开拍 

时间 

计划发行 

时间 

合作方式 项目进

度 

主要演职人员 

1 《因法之名》 取得发行许

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沈严 

演员：李幼斌、李小冉 

2 《茉莉》 取得拍摄许

可证、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曹振宇 

演员：陈紫函、刘长德 

3 《荔芳街》 取得拍摄许

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独立投资 后期中 导演：戚其义 

主演：高鑫、张可颐 

4 《一步登天》 取得制作许

可证、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刘淼淼 

主演：文章，闫妮，何明翰，

杨舒婷 

5 《京港爱情故

事》 

取得制作许

可证、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独立投资 发行中 导演：胡玫，李文舜 

主演：江一燕，Mike  

6 《曹操》 - 2019年 2019年 联合投资 立项中 导演：张黎 

主演：姜文 

7 《等待NEMO

的日子》 

- 2019年 2019年 联合投资 筹备中 导演：程工 

8 《大哥》 取得制作许

可证、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杨影 

主演：徐百卉，李健 

9 《当你老了》 取得制作许

可证、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习辛 

主演：刘之冰、茹萍、王丽

云 

10 《远方的家》 取得制作许

可证、发行

许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发行中 导演：沈好放 

主演：刘佳、梁冠华、吕中、

柯蓝 

11 《我只在乎你》 取得拍摄许

可证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导演：丁黑 

演员：陈妍希、何润东 

12 《为了明天》 取得拍摄许

可证 

2019年 2019年 联合投资 筹备中 总制片人：肖岗 

总监制：王志强 

 

2019年下半年电影、纪录片拍摄、发行计划表： 

序号 剧目名称 取得许可证

资质情况 

（计划）开拍

时间 

（计划）发

行时间 

合作方式 项目进度 主要演职人员 

1 《三十八周》 

（纪录片） 

筹备中 2019年 2019年 联合投资 筹备中 导演：程工 

2 《原声》 

（纪录片） 

 已拍摄完毕 2019年 联合投资 后期中 导演：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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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院业务 

2019年上半年，公司抓住商业机遇，在一线城市已开展影院新建工作。在上半年电影市场总票房及观

影人次同比减少的大环境下，公司旗下影院的票房、非票业务、上座率和观影人次维持稳定。 

公司将持续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及一带一路主要城市集中优势进行影院布局，以期形成区域核

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影院运营收入7,920.09万元，主要为票房收入、卖品及广告收入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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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广州、海口、惠州、

荆州、咸阳、福州、徐州、郑州、台北、淮安、沈阳开唱。报告期内，公司演唱会业务实现收入8,450.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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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及八届监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及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等规定，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同时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财务成果。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及可比会计期间比较数据的相应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

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站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2、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及八届监事会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鉴于公司影视剧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各大卫视平台，在实际开展业务过程中，部分卫视平

台无法按照公司要求，在收到公司影视剧播映带后给公司出具收货证明，因此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现行

的电视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进行了变更完善。本报告期对会计政策进行的自主变更，对公司未来年度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等无重大影响。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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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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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