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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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725,231.88 1,572,678,469.56 -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4,862,290.21 1,098,781,129.1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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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11,826.66 -73,086,213.7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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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63,526.60 156,124,203.24 2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57,238.76 -32,839,618.6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31,640.12 -33,724,023.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2.69 增加 1.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8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83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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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713.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5,401.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374.71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6 

 

所得税影响额 -446,337.96  

合计 1,274,4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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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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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有限公司 
3,351,663 0.84 0 无 - 国有法人 

北京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3,351,663 0.84 0 无 - 国有法人 

董小琳 3,027,262 0.76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陈燕 2,600,000 0.65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范梅博 2,043,821 0.51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张宏伟 1,389,072 0.35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吴君明 1,152,800 0.29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北京荧屏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1,117,221 0.28 0 无 -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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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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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3,351,663 人民币普通股 3,351,663 

北京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3,351,663 人民币普通股 3,351,663 

董小琳 3,027,262 人民币普通股 3,027,262 

陈燕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范梅博 2,043,821 人民币普通股 2,043,821 

张宏伟 1,389,072 人民币普通股 1,389,072 

吴君明 1,15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800 

北京荧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117,221 人民币普通股 1,1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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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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荧屏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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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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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存货较期初增长142.8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影视业务存货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公司的在建工程较期初下降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景区分公司在建工

程转固所致。 

5、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付账款较期初下降79.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影视业务及广

告业务应付款所致。 

6、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95.6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了职工薪酬

所致。 

7、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57.6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了应交税费所致。 

8、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5.2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广告业务及旅游业

务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公司的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1.0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正常经营后各分

子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0、报告期内，公司的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5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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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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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报告期内，公司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变动4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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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报告期内，公司的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变动111.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坏账

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3、报告期内，公司的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变动60.1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亏

损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4、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变动112.09%，主要原因是广

告业务和影视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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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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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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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

告期末，关联交易各项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分别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租赁及技术服务 12,022,831.8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版权转让及制作 

61,912,342.73 

威海中视文化传播中心 246,387.94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344,000.00 

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104,150.94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16,981.14 

中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1,000.00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13,970.30 

收入小计   74,971,664.88  

向关联方

采购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版权转让及制作 

99,591.65 

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339,738.10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1,100.9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广告经营业务 

99,575,827.67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209,643.60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23,5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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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小计 100,249,486.85 

合计 175,221,151.73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

公司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国视融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修订章程，根据各子公司实际情况，在章程中增加党建内容相关条

款，主要包括明确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临2021-01）。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视传媒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滚动使用3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了中国

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178天结构性存款、交通银

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61天（挂钩汇率看涨）等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披露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临2020-06）,《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临2020-13），2020年6月30披露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0-19），2021年2月5日披露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临2021-05）。 

 

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视广告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

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视广告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修改，同时对其《章程》进行修

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7日披露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临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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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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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世鼎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