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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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吴宏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敏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清华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年度报告涉及的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

险认识，并请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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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送

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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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唐德影视 股票代码 3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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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兰天 王婷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6 号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6 号 

电话 18611737124 18611737114 

传真 010 6236 7673 010 6236 7673 

电子信箱 lilamtin@tangde.com.cn wangtingting@tangde.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视剧投资、制作、发行和衍生业务；电影投资、制作、发行和衍生业务；艺人经纪及相关服务业务；影

视广告制作及相关服务业务；影视剧后期制作服务业务。 

十二五期间，公司所处的影视剧行业在政策鼓励支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消费观念持续升级和3D、IMAX
等播映技术不断提高以及新媒体等新兴文化传播渠道不断涌现的多重因素驱动下快速发展。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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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驱动”、“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企业兼并重组”、“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建设‘内容+平台+终端’的新型传播体系，打造一批

新兴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将进一步推动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剧行业繁荣发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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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537,467,248.39 407,788,570.69 31.80% 319,327,66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350,107.27 85,777,743.64 30.98% 63,898,61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290,238.17 79,554,161.33 31.09% 56,640,25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800,638.58 -69,036,794.50 80.77% -45,010,687.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1 2.82%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1 2.82%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1% 26.22% -12.31% 24.7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478,879,925.16 910,809,591.63 62.37% 642,613,37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8,007,365.41 346,285,015.59 150.66% 260,507,271.9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8,718,490.62 120,039,728.25 53,876,140.95 214,832,88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05,702.98 23,953,525.34 17,954,954.47 39,935,92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490,702.98 18,704,227.34 17,369,654.47 37,725,65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00,753.03 20,631,794.75 -29,118,744.79 -78,312,9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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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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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0,000,0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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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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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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宏亮 境内自然人 37.04% 59,267,036 59,267,036 质押 30,752,000 

赵健 境内自然人 8.01% 12,808,792 12,808,792 质押 5,200,000 

北京睿石成长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5% 10,800,072 10,800,072 质押 8,000,000 

李钊 境内自然人 6.12% 9,794,960 9,794,960 质押 3,660,000 

北京翔乐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 4,675,360 4,675,360   

刘朝晨 境内自然人 2.89% 4,626,234 4,626,234   

张哲 境内自然人 1.88% 3,013,834 3,013,834   

王大庆 境内自然人 1.88% 3,013,834 3,013,834 质押 1,923,000 

北京鼎石源泉

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2,760,068 2,760,068   

范冰冰 境内自然人 1.61% 2,579,842 2,579,8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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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746.72万元，同比增长31.80%；营业利润13,585.65万元，同比增长25.91%；利润总额

14,582.31万元，同比增长25.61%；净利润11,225.71万元，同比增长30.9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235.01万元，

同比增长30.98%。 

报告期内公司各主要业务板块的进展情况如下： 

电视剧业务方面，公司持续专注于精品电视剧制作，公司本期实现收入36,859.94万元，主要来源于《武媚娘传奇》首轮

卫视追播、二轮、三轮及四轮卫视播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转让收入，《左手劈刀》首轮、二轮卫视播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

权转让收入，以及《拥抱星星的月亮》首轮、二轮卫视播映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转让收入。本期共有《左手劈刀》、《拥抱

星星的月亮》、《天伦》三部剧目取得发行许可证，其中《左手劈刀》、《拥抱星星的月亮》在本期实现销售，截至本期期

末已开机拍摄，但尚未取得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包括《朱雀》、《政委》、《冯子材》、《结婚为什么》等。 

吴宏亮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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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业务方面，公司本期实现收入11,630.03万元，主要是公司提供协助推广服务的电影《饥饿游戏3：嘲笑鸟（上）》、

《饥饿游戏3：嘲笑鸟（下）》、《模仿游戏》于本期上映，取得协助推广服务收入。公司和美国Dasym Entertainment，LLC
等合作拍摄的电影《绝地逃亡》已完成后期制作，计划于2016年上映。 

此外，本期公司战略性进入电视栏目制作和运营市场，参与投资的《挑战者联盟》实现收入4,574.81万元，由公司制作

的第一个电视栏目作品《筑梦中国》C计划（暂定名）正在筹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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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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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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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 月，公司新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诚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5 年 9 月，公司受让余飞持有的上海悠闲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5 年 9 月，公司新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唐德国际娱乐有限公司，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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