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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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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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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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唐德影视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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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10 62367673

010 62367673

电话

010 58549091

010 56075455

电子信箱

lilamtin@tangde.com.cn

wangtingting@tangd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影视剧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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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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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制作服务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立足精品影视剧制作，持续加强IP储备，并始终以开放进取和服务创意的心态与业内
专业人才达成多种形式的合作，深化已有合作伙伴关系，吸引新的合作伙伴，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传播时代精神，促进
产业发展，服务大众生活”为经营宗旨，专注内容制作，并不断向着建设综合型影视文化产业集团的战略目标迈进。在巩固
电视剧制作和发行核心业务优势，以及电影业务由投资、协助推广向作为执行制片方全程参与策划、制作延伸的基础上，公
司以向Talpa Media B.V.及其全资子公司Talpa Global B.V.购买“......好声音”版权为契机正式进军电视栏目领域，以“管理
输出+参与投资”的模式布局电影院线领域，并拓展海外发行业务，不断完善产业布局。公司坚持以好的作品和好的体验回
馈社会、回馈投资者，并致力于将优秀的国产影视剧作品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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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787,912,081.58

537,467,248.39

46.60%

407,788,57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115,428.80

112,350,107.27

59.43%

85,777,74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873,953.19

104,290,238.17

58.09%

79,554,161.33

-174,415,277.50

-124,800,638.58

39.76%

-69,036,79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9

55.17%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9

55.17%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5%

13.91%

3.44%

2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534,933,260.47

1,478,879,925.16

71.41%

910,809,59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4,893,582.22

868,007,365.41

19.23%

346,285,015.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60,468,390.47

205,703,023.66

138,121,209.98

383,619,45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05,967.57

48,162,801.06

42,272,679.72

80,173,98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08,083.89

37,196,694.83

41,696,554.72

77,372,619.75

-188,528,472.32

-124,030,967.25

209,715,530.62

-71,571,36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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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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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22,803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报告期末表决
18,97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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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
0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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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优先股股东总
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宏亮

境内自然人

37.04%

148,167,590

148,167,590 质押

86,600,000

赵健

境内自然人

8.01%

32,021,980

32,021,980 质押

13,000,000

北京睿石成长
境内非国有
创业投资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6.75%

27,000,180

13,500,090 质押

19,800,000

李钊

境内自然人

6.12%

24,487,400

24,487,400 质押

15,310,000

刘朝晨

境内自然人

2.39%

9,568,625

0

北京翔乐科技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2.30%

9,187,400

0 质押

2,297,500

张哲

境内自然人

1.88%

7,534,585

7,534,585 质押

1,550,000

王大庆

境内自然人

1.88%

7,534,585

7,534,585 质押

5,770,000

北京鼎石源泉
境内非国有
投资咨询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1.73%

6,900,170

6,900,170

范冰冰

1.61%

6,449,605

6,449,605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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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宏亮

37.04%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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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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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影电视业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791.21万元，同比增长46.60%；净利润17,442.39万元，同比增长55.38%；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911.54万元，同比增长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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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期实现收入40,007.38万元，主要来源于《天伦》、《结婚为什么》、《政委》电视播映权和信
息网络传播权转让收入，以及《好家伙》首轮卫视播映权转让收入。该等中小成本电视剧同样制作精良，实现了在省级卫视
频道播出并收获了良好的收视率，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精品电视剧制作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中，《天伦》荣获2016年电视剧
京榜年度贡献奖，《好家伙》荣获2016年电视剧京榜年度品质奖。
电影业务方面，公司本期实现收入37,107.31万元，主要来源于电影《绝地逃亡》发行收入、电影《大唐玄奘》承制业务
收入以及《名侦探柯南：纯黑的恶梦》、《模仿游戏》协助推广收入。其中，公司首次担任联合执行制片方并与美国Dasym
Entertainment,LLC等合作拍摄的电影《绝地逃亡》大陆地区票房突破8.8亿元，标志着公司电影业务实现由投资、协助推广
向作为执行制片方参与策划、制作的延伸。
电视栏目方面，公司与Talpa Media B.V.及其全资子公司Talpa Global B.V.签署《“......好声音”协议》，获得五年期限
内在中国区域（含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制作、宣传和播出第5-8季《中国好声音》节目，并行使与《中国好声音》节目
相关知识产权独占使用许可的授权。公司将借此契机与国际优秀电视栏目制作机构深入开展合作，学习、消化全球先进的电
视节目开发和运营经验。报告期，公司积极筹备新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各项前期工作，包括完成相关人才招募工作，与
Talpa方面沟通创意、制作方案，与潜在合作方深入交流等。公司计划将于2017年推出新一季《中国好声音》。
此外，公司通过与资深电影发行人赵军先生合作，以“管理输出为主、参与投资为辅”的模式布局电影院线领域，在深
耕精品内容制作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渠道资源，在传统电影院线以观影为主要目的、票房分账收入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基础上
创新业务模式、优化服务体验，建设具有唐德特色的精品电影院线。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密集参与了多家影院的选址、筹备工作，2017年将有多家“唐德电影公园”品牌影院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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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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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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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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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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公司与东阳翎刻影视策划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上海翎刻闪耀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德国际娱乐有限公司与创艺制作发行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创艺国际娱乐有限公司，该
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鼎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唐德元素影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本年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5月，公司与自然人赵军共同投资设立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8月，公司与自然人王明娟共同投资设立上海星河传说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
围。
2016年9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鼎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新疆诚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唐德元素影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宁波唐德影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企业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12月，公司与自然人孙仝共同投资设立上海万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企业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4月，公司受让巍子、周海霞和宁文彤持有的浙江佳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10%、35%和15%的股权，该公司本年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11月，公司受让毛哲持有的深圳前海皓森影视文化科技传媒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
2016年11月，公司受让凌红持有的深圳新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60%的股权，该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3月，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锡唐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企业自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6年11月23日，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增资无锡唐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51%的股权，自2016年11月23日起无锡唐德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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