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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 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2018]15号执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主要财务

指标无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于2017年5月2日发布的财会[2017]14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18]15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分别对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和

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财务报表做了规定。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及内容

根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我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四项新金融准则，按照四项新金融准则的要求

对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按照《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财务报表》格式做了重分

类调整。

（三）变更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四项新金融准则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公司调整了

财务报表列表，上年年末列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重分类至“其他权益投资” 。本年度报表项目按照财会

[2018]15号要求填列。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表及报表比较期

间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对公司可比期间和本期

财务数据构成影响和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解释、新金融工具准则对财务报表部

分列报项目进行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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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以通讯及现场方式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

要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自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上述决策权力

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内容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概述

为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公司拟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

资风险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本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二、理财方案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

拟使用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二）投资方式

闲置资金现金管理主要方式为购买金融机构低风险、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

货币基金、银行理财等。

（三）投资期限

本次现金管理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

（四）资金来源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五）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上述事项的投资

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三、风险控制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和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内审部门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

的投资回报。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与流动性的前提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其审议流程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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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控股” 、“公司” ）根据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现将公

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7]163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7年6

月向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205,724,5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1.18

元。截至2017年6月15日，公司共募集资金2,299,999,91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0,365,724.50�元，募集资金净额

2,269,634,185.50元（其中与发行相关的验资及股权登记费365,724.50元未从募集资金户支出）。

截至2017年6月14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大华验字[2017]� 00281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1,237,317,550.00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740,198,757.44元（其中尚有398,757.44元未置换）；于2017年

6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21,685,988.00元，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375,

432,804.56元。募集资金存放期间，累计收到现金管理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33,923,903.68元。

本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00,000,000.0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567,005,021.12元。

二、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公司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和《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正常履行。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

棵松支行

35450188000061900 22,280,517.23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

支行

24900068410201 43,600,830.60

活期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源支行

01090510800120109134650 90,119,202.58

活期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源支行

20000036581100021239546 2,743,172.71

活期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燕京支行

20000031623400021831759 201,530,265.10

活期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西

单支行

20000036662500021264296 126,731,032.90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

支行

02490006848000020 80,000,000.00

通知存款

合计

567,005,021.12 -

注：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67,005,021.12元，其中80,000,000元系公司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天通知存款）， 存放在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支行

02490006848000020账户。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公司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新增“收购经营成熟的影城项目及收购影城项目中盈利前景

良好的新建项目” 。

2018年1月12日，文投控股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本次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事项发表了意见。2018年1月23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影城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70,000.00

万元，由直接投资新建影城，变更为“收购经营成熟的影城项目及收购影城项目中盈利前景良好的新建项

目”（以下简称“收购及新建影城项目” ）。其中，对于本次变更“收购及新建影城项目” 的募集资金具体实

施方式如下：1）收购单体影城：以股权收购或资产收购的方式收购运营成熟的单体影城项目；2）收购影城

资产包：以股权收购或资产收购方式收购优质影城资产包；3）新建影城：投资于收购影城资产包中盈利前景

好的新建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次变更前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变更金额 变更后的总投资额

新建影城项目

1,969,634,275.50 -700,000,000.00 1,269,634,275.50

收购及新建影城项目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补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项目

299,999,910.00 299,999,910.00

合 计

2,269,634,185.50 - 2,269,634,185.50

2018年12月20日，文投控股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意见。2019年1月8

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将“收购经营成熟的影城项目及收购影城

项目中盈利前景良好的新建项目”类别下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40,000.00万元，变更为投入到影视业务中，用

于“影视剧制作及发行项目”投资。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文投控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文投控股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有效，且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于本

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披露在重大方面与实际情况相符。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7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69,634,185.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5,432,804.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700,00 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7,317,55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30.84%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新建影城

项目

1,969,634,

275.50

1,269,634,

275.50

1,269,634,

275.50

164,612,

813.21

777,322,

558.65

-492,311,

716.85

61.22

2019-12-

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影视

业务营运

资金项目

299,999,

910.00

299,999,

910.00

299,999,

910.00

37,268,

492.28

286,443,

492.28

-13,556,

417.72

95.48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收购及新

建影城项

目

700,00

0,000.00

700,00

0,000.00

173,551,

499.07

173,551,

499.07

-526,448,

500.93

24.79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一

2,269,634,

185.50

2,269,634,

185.50

2,269,634,

185.50

375,432,

804.56

1,237,317,

550.00

-1,032,

316,

635.50

54.52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文投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经密云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京密云发改

（备）

[2015]24

号《项目备案通知书》批准立项，并经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

74,019.88

万元。具体情况为：新建影城项目已预先投入

资金

49,102.38

万元；补充影视业务营运资金项目已预先投入资金

24,917.50

万元。

2017

年

7

月

15

日，文投控股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完成，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对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74,019.88

万元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8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归还。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上述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

2017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

2017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① 2017

年

9

月

29

日，向交通银行北京东区支行购买“蕴通财富 日增利”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日增利

129

天”

100,000,000.00

元；

② 2017

年

9

月

29

日，向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常营支行购买“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00,000.00

元；

③ 2017

年

9

月

29

日，向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常营支行购买“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0,000.00

元；

④ 2017

年

9

月

29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支行购买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元；

⑤ 2017

年

9

月

29

日，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150,000,000.00

元。

上述理财产品投资均于

2018

年赎回。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2,299,999,91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含税）人民币

30,365,724.50

元，公

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69,634,185.50

元（其中与发行相关的验资及股权登记费

365,724.50

元未从

募集资金户支出）。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740,198,757.44

元

（其中尚有

398,757.44

元未置换）；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21,685,

988.00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375,432,804.56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0

元；尚

未实际置换的资金和未扣除的发行费用税费合计

764,481.94

元。募集资金存放期间，累计收到现金管理收

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33,923,903.68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567,

005,021.12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影城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新建影城的市场不确定性及培育

周期风险也不断增加。单体影城、小规模影城的生存空间被逐渐挤压，成熟影城资产的估值价格也逐渐回归

理性。 结合影城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变更部分新建影城项目的实施方式，使用募集资金7亿元通过收购的方

式扩大影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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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最高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之日起一年，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 2019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以通讯及现场方式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和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的

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

融机构理财产品。上述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

度范围内滚动投资。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63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5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205,724,5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1.18元。截

至2017年6月16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2,299,999,91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0,365,724.50元，募集资金净额2,

269,634,185.50元。其中，计入文投控股“股本”人民币205,724,5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

2,065,616,855.31元，发行费用中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1,707,169.81元。

二、闲置募集资金投资概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

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

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所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三）投资品种

为控制资金使用风险，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

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风险可控。以上投资品种不涉及证券投资，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

金和证券投资为目的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或信托产品。

（四）实施期间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五）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相关事宜，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控制

（一）公司财务部将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和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内审部门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核实。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 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

损益情况。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 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公

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

金收 益，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与流动性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低风险理财产品，有

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

相关事宜。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经公司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对此事项的同意意见。上

述事项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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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公司及控股下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各项经常性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本次关

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和各关联方之间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有利于减少公司交易成本，且关联交易条件公

平、合理，符合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不影响本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预计2019年与各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15,872,699.60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预计金额

2019

年初至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18

年情况

项目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租赁房产

綦建虹

4,136,227.20 1,314,527.00

北京耀莱北京房产物业

4,136,227.20

綦建虹

1,555,200.00 494,255.34

东方宾利北京房产物业

1,879,611.54

綦建虹

2,271,272.40 721,829.04

耀莱影视北京房产物业

1,658,524.00

綦建虹

4,000,000.00 1,271,232.88

郑州影城房产物业

3,913,383.27

綦建虹

3,910,000.00 1,242,630.14

唐山影城房产物业

3,910,000.00

北京市文化创

新工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房产物业

401,635.96

合计

15,872,699.60 5,044,474.40 15,899,381.97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綦建虹，男，中国国籍，曾任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关联关系

綦建虹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为本公司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二）

款的规定，綦建虹先生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三、定价政策

上述房产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公司正常经营往来，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本公司的生产经

营和持续发展。本次房产租赁关联交易按照周边同类物业租赁的市场价格定价，定价依据充分，价格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事项的条款设定充

分参照市场广泛认可的业务执行标准，交易对价公平、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经营独立性构成影响；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控股下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

和关联方之间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有利于减少公司运营成本，且关联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预计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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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一、 重要提示

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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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罗衍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宗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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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867,372.00 1,759,739,640.55 -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3,923,188.30 564,577,056.60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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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79,528.10 -16,519,337.07 -4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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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749,079.83 890,105,408.51 -4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63,321.03 14,318,836.16 -3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8,071,413.89 13,734,765.89 -4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4 2.13

减少

0.5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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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865.6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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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392.5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739.7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9,138.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86,221.13

合计

691,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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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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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衍记

129,000,000 47.67

质押

96,311,700

境内自然人

蒋丽

20,000,000 7.39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20,000,000 7.3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富厚加大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800,000 1.77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夏锐

3,000,000 1.1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浩

960,000 0.35 182,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晓伟

940,700 0.3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超

837,262 0.3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辉

594,300 0.22 182,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晓颖

580,000 0.21 182,00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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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衍记

12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000,000

蒋丽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上海富厚加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夏锐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胡晓伟

9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700

陈超

837,262

人民币普通股

837,262

李浩

7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8,000

宁波无极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559,100

人民币普通股

559,100

谢世奕

540,006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罗衍记、蒋丽及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

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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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率

货币资金

98,269,765.75 192,828,419.41 -94,558,653.66 -49.04%

应收票据

11,817,547.68 19,258,779.51 -7,441,231.83 -38.64%

其他流动资产

5,671,930.99 15,084,559.35 -9,412,628.36 -62.40%

短期借款

137,740,000.00 87,740,000.00 50,000,000.00 56.99%

应交税费

7,570,331.93 16,502,636.72 -8,932,304.79 -54.13%

其他应付款

39,197,508.12 99,075,608.86 -59,878,100.74 -60.44%

应付利息

216,451.18 141,836.56 74,614.62 52.61%

少数股东权益

803,828.42 -193,508.79 997,337.21 -515.40%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率

营业收入

480,749,079.83 890,105,408.51 -409,356,328.68 -45.99%

营业成本

433,163,180.85 815,128,348.32 -381,965,167.47 -46.86%

税金及附加

2,063,861.90 3,977,399.60 -1,913,537.70 -48.11%

销售费用

14,047,698.93 28,778,196.30 -14,730,497.37 -51.19%

财务费用

1,175,320.30 699,660.78 475,659.52 67.98%

资产减值损失

1,449,166.48 -914,291.10 2,363,457.58 258.50%

投资收益

-217,706.26 1,086,074.59 -1,303,780.85 -120.05%

所得税费用

145,527.72 2,140,581.69 -1,995,053.97 -93.20%

少数股东损益

-2,662.79 4,486,674.13 -4,489,336.92 -10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179,528.10 -16,519,337.07 -76,660,191.03 -46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71,253.73 -62,965,498.64 73,036,752.37 115.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3,111.63 27,329,593.84 -36,972,705.47 -135.28%

货币资金变动原因：主要系偿还了经营性借款以及支付了供应商的业务款；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主要系减少了以票据形式结算；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主要系上年末的理财产品本期到期收回；

短期借款增加原因：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流转税及所得税较少；

其他应付款变动原因：主要系偿还了经营性借款；

应付利息变动原因：主要系短期借款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变动原因：本期投资设立控股子企业；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期进行业务优化，缩减资金占用压力大、盈利能力低的传统业务的规模；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期进行业务优化，缩减资金占用压力大、盈利能力低的传统业务的规模；

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主要系与营业规模相关的税金的相应减少；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规模的降低及人员优化使销售费用相应减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主要系短期借款的增加导致利息费用的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主要系上年同期存在已计提坏账长账龄应收款项的收回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主要系理财收益的减少；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主要系利润规模的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主要系上年同期存在上海致效趣联科技有限公司40%的少数股东；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期支付了较多的经营性应付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 主要系购买理财的现金流出减少以及上年同期支付了股权

转让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期偿还了经营性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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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具

体公告。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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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衍记

日 期 2019年4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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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培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茂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茂灵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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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0,034,702.96 376,624,519.12 1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01,738.76 -27,325,019.01 -6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089,137.22 -27,938,794.16 -60.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4,988,964.79 -64,495,344.19 -47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95 -0.0307 -6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95 -0.0307 -6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1.43% -68.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456,389,015.96 3,532,884,490.00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70,264,833.11 1,878,292,734.69 -0.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51.2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68,414.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4,989.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9,447.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27.94

合计

2,687,398.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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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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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培钊 境外法人

29.08% 257,927,851 193,445,888

质押

193,420,000

霍尔果斯纳水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94% 70,426,742 0

黄林华 境内自然人

5.01% 44,432,345 44,432,345

红塔红土基金

－

浙商银行

－

渤海

国际信托

－

芭田

股份平层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0% 13,266,998 0

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睿富二

号

其他

1.37% 12,180,000 0

西藏自治区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

1.07% 9,448,104 0

王倩倩 境内自然人

0.77% 6,800,000 0

何昌进 境内自然人

0.64% 5,649,306 0

邓祖科 境内自然人

0.46% 4,043,338 2,943,468

瞿丽萍 境内自然人

0.36% 3,150,01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霍尔果斯纳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0,426,742

人民币普通股

70,426,742

黄培钊

64,481,963

人民币普通股

64,481,963

红塔红土基金

－

浙商银行

－

渤海国际

信托

－

芭田股份平层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13,266,998

人民币普通股

13,266,998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12,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80,00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9,448,104

人民币普通股

9,448,104

王倩倩

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0

何昌进

5,649,306

人民币普通股

5,649,306

瞿丽萍

3,150,01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10

广州市康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知本

复利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5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4,900

墨脱县诚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71,066

人民币普通股

2,071,0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黄培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林华为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姐夫；黄淑芝、黄佩淑分别

持有霍尔果斯纳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黄佩淑为黄林华配偶、黄培钊姐姐，黄

淑芝为黄培钊妹妹，他

(

她

)

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霍

尔果斯纳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称已于

2019

年

4

月变更为“遵义丰亿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王倩倩通过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6,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77%

；公司股东何昌进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649,306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4%

；公司股东西藏自治

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48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5%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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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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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培钊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