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9-059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8月28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送的通知。现将通知有

关内容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22日，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积

极型投资组合”账户购买公司股票累计达到421,555,1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10%。

2019年8月23日，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为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由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家保险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

本次变更后，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421,555,1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4.10%，持股比例不变。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33� � � �证券简称:掌阅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3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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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成湘均

先生、张凌云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8月28日，成湘均先生将其原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9,075,000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26%。截至本公告日，

成湘均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15,874,8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0%。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成湘均先生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20,025,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7.28%，占公

司总股本的4.99%。除此之外，成湘均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担保情况。

2019年8月28日，张凌云先生将其原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9,075,000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26%。截至本公告日，

张凌云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21,973,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4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张凌云先生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20,025,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6.42%，占公

司总股本的4.99%。除此之外，张凌云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9-06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名称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安邦人寿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8月28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邦人寿” ）通知，现将通知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22日，安邦人寿通过“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守型投资组合” 账户

购买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4,644,143,6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6%。

2019年8月23日，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安邦人寿更名为大家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由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不变。

安邦人寿上述事项未涉及公司股东的股权变动，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也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

作。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605�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19-041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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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2019年3月14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8）。

公司于近日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89665033F

名称：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西溪路588号

法定代表人：侯军呈

注册资本：贰亿零壹佰贰拾捌万伍仟捌佰元

成立日期：2006年05月24日

营业期限：2006年05月2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化妆品，日用百货，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服务：化妆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企业管理，仓储服务（除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自有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发用、护肤、美容修饰类化妆品的生产（限

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9-052

债券代码：143825� � � �债券简称：18长电0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8长电02”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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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根据《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

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2、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

3、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部责任。因公司经营与收

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4、本次回售申报不可撤销。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本期债券回售代码：100907；回售简称：长电回售

2、回售登记期：2019年8月30日至2019年9月3日。

3、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

数倍。

4、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18长电02”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

登记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

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

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5、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

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6、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9月27日。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7、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转售，转售完成后将注销剩余未转售债券。

二、本期债券回售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

联系人：姚文婷

电话号码：010-58688957

传真：010-58688964

2、承销商：

（1）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陈小东、张新晋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2）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杨帆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3）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承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5层

联系人：张志鹏、郑金然

电话：010-57065280

传真：010-57065375

（4）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金融街中心北楼16层

联系人：蒋豪、潘林晖、陈志辉、崔译丹

电话：010-56800264

传真：010-6601058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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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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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电影

6009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月 崔婧

电话

010-88321280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展北街

7

号华远企业中心

E

座

电子信箱

ir@chinafilm.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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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1,167,198.51 16,337,056,155.76 1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13,318,361.82 11,173,749,505.44 3.93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646,755.15 1,356,851,532.93 29.61

营业收入

4,841,637,184.58 4,619,416,859.27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1,708,369.03 666,722,057.93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6,011,744.05 605,679,841.60 -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85 6.25

减少

0.4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65 0.357 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65 0.357 2.24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2,0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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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影集团 国有法人

67.36 1,257,682,500 1,257,682,50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38 44,371,120 0

无

0

社保基金转持二户 未知

2.37 44,317,500 44,317,50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84 15,636,719 0

无

0

中国联通 国有法人

0.72 13,523,500 0

无

0

国际电视 国有法人

0.72 13,523,500 0

无

0

央广传媒 国有法人

0.72 13,523,500 0

无

0

长影集团 国有法人

0.72 13,523,500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沪

未知

0.63 11,840,762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未知

0.44 8,247,88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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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48.42亿元，同比上升4.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82亿元， 同比上升2.25%。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合并总资产186.31亿元， 较年初增长

14.04%，净资产124.90亿元，较年初增长3.95%，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16.13亿元，

较年初增长3.9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六号一一影视》

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相关业务和行业的经营性信息如下：

（一）影视制片制作业务

在影视制片制作业务板块，公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创作反映历史大势、

讴歌人间真情、紧扣时代脉搏、引起市场共鸣的优秀影视作品。报告期内，公司影视制片制作

业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4,334.75万元。

1.�电影制片业务

公司坚持以重点影片为中心，多种成本体量和多种类型题材影片并重的生产格局。报告

期内，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并投放市场的各类影片共9部，累计实现票房57.57亿元

注1

，占全国

同期国产影片票房总额的40.78%。其中，公司主导出品和发行的科幻影片《流浪地球》彰显中

国价值观，抒发家国情怀，开创国内硬科幻大片先河，以总票房超过46亿元跃居中国影史第二

位，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广受观众好评；青春校园电影《最好的我们》饱含励志奋

斗与追求梦想的激情与力量，口碑票房双丰收；合家欢电影《动物出击》通过动物演绎传递环

保理念、儿童励志电影《好小子,好功夫》以儿童视角展现追梦故事，在全国上映取得较好的社

会效益。

注1

（票房数据来源：国家电影局、国家电影资金办、拓普电影数据。本部分所述的影片票房

为截至2019年6月30日统计的含服务费全国票房。）

报告期内， 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并投放市场的电影作品中取得票房前五名的情况如下

表：

序号 片名 上映时间 出品方式 票房（万元）

1

流浪地球

2019

年

2

月

5

日 主投出品

465,528.37

2

新喜剧之王

2019

年

2

月

5

日 参投出品

62,449.40

3

最好的我们

2019

年

6

月

6

日 主投出品

39,991.88

4

妈阁是座城

2019

年

6

月

14

日 参投出品

4,919.75

5

巧虎大飞船历险记

2019

年

6

月

1

日 参投出品

2,262.83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参与出品的影片《上海堡垒》《龙牌之谜》正在上映中。

除上述已上映影片外，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拟于2019年上映的影片包括《打过长江去》

（原名《百万雄师》）《太阳升起的时刻（暂定名）》《希望岛》《美人鱼2》《一切如你》《家有

儿女之最佳拍档》《亲密旅行》等。公司正在筹备开发中的影片项目包括《红色的起点》《中

国汽车人》《沦波舟》《34天》《功夫茶茶》《再见， 哆啦A梦》《中国缉毒秘密战》《妈妈的神

奇小子》《爱你，星期天》等。

2.�电视剧制片业务

公司坚持以原创优质内容开发作为驱动，形成多品类、网台覆盖的剧集投产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出品并投放市场的电视剧（网剧）情况如下：

序号 剧名 首播时间 集数 播出平台

1

重耳传奇

2019

年

3

月

12

日

72

集

浙江卫视、爱奇艺、

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

截至本报告日， 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的30余部电视剧、 网剧项目均在按计划推进中。其

中，超级网剧《奉天大饭店》、电视剧《蔓蔓青萝》《鳄鱼与牙签鸟》已进入发行阶段；超级网

剧《我在香港遇见他》、电视剧《建国大业（暂定名）》《暗恋橘生淮南》《黑色灯塔》《亲爱的

你在哪里》《大唐御使传奇》《少帝康熙》《末代厨娘》《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藤科动物也

凶猛》《欢乐英雄》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异乡人》

正在拍摄中。

3.�动画制片业务

公司坚持以精品原创动画项目为核心，生产并锁定优质项目。报告期内，动画电影《巧虎

与大飞船》于儿童节期间上映深受儿童与家长的喜爱。截至本报告日，公司主投动画电影《直

立象传说》（原名《魔象传说》）《疯狂斗牛场》已完成后期制作；原创IP项目《守龙者》《圆梦

星球》已进入设计阶段。

4.�影视制作业务

在影视制作领域，中影基地以完善的电影制作能力和专业的技术专家队伍保持了国际领

先水平。报告期内，中影基地共为285部电影作品、26部电视剧作品，74部纪录片、宣传片和专

题片共计385部作品提供了制作服务。

报告期内，中影基地积极拓展全领域影视技术建设。在人工智能修复领域，“中影·神思”

系统是国际上首个具有通用性的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系统，2019年2月荣获2018中国广播影视

科技创新奖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二等奖，截至目前已在《厉害了，我的国》《周恩来》《我的父

亲母亲》等影视作品中应用，使电影画面在银幕上完美呈现；在应用数字虚拟拍摄领域，“中

影·幻境”虚拟拍摄系统深度整合绿幕、光学跟踪、惯性捕捉、游戏引擎及虚拟现实等技术，在

《风雨同仁堂》等电影中得到成功应用；中影基地与英特尔公司共同合作搭建电影制作应用

测试平台，联合研发探索基于Intel� FPGA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解决方案，为影视后期技术提升

打下基础。

（二）电影发行营销业务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拓展业内合作，提高市场份额，巩固

龙头地位。报告期内，公司的电影发行营销业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90,424.68万元。

1.�电影发行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共主导或参与发行国产影片292部，累计票房80.06亿元，占同期全国国产

影片票房总额的55.18%

注

； 发行进口影片80部， 票房85.13亿元， 占同期进口影片票房总额的

59.62%，其中《流浪地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蜘蛛侠：英雄远征》等全国票房排名前

十影片均为公司主导或联合发行，保持了行业领先优势和市场主导地位。

注

（本部分所述的全国票房为报告期内上映影片票房总额，不含服务费及二级市场放映收

入。）

公司持续推广数字放映设备，报告期内新装数字放映设备216套，截至报告期末，为全国

影院提供数字放映设备共计8,963套，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2%。公司建设的“中影数字电影发

行放映服务平台” 覆盖全国所有影院银幕，通过稳定、高效、准确的技术水准和精益求精的运

营团队，为影院、院线、发行方和制片方提供信息管理、密钥下载、宣传推广、发运调配与设备

管理服务，为发行业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2.�广告营销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广告市场的调整，转变经营模式，优化影院资源，布局核心城市

点位。截至报告期末，中影银幕广告平台已签约影院859家，拥有银幕数量5,679块，占全国银幕

总数的8.7%，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6个城市。

公司以版权运营为核心，通过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开拓版权收入。报告期内，公司针对

影片《流浪地球》开展了多项IP授权和渠道拓展，实现音像、玩具、服饰等10余种版权销售，覆

盖玩具、手办、模型等100余个授权品类，上千个授权商品SKU，突破了国产电影衍生品授权纪

录。公司持续推进与国际知名影业公司的版权合作，开发了《大黄蜂》《大侦探皮卡丘》《正义

联盟》等8个版权项目，其中皮卡丘系列衍生品成为市场爆款，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衍生品领

域的品牌知名度及行业影响力。

（三）电影放映业务

公司重视放映终端市场的建设和放映质量的提升，努力扩大控股影院规模，吸引优质影

院加盟院线。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旗下控参股院线和控股影院合计覆盖全国17,500块银幕和

222.01万席座位，公司银幕市场占有率为26.95%。报告期内，公司的电影放映业务合计实现营

业收入91,238.06万元。

1.�影院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影院建设计划，在深圳、长沙、哈尔滨、南昌等地新开业控股影院

7家，新增影厅58个，座位9,276席；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营业控股影院合计136家，银幕997

块。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控股影院全年实现总票房7.82亿元，占全国全年票房总额的2.7%；观影

人次共2,195.12万人次，平均上座率13.35%，保持国内行业领先。

公司高度重视控股影院“中影国际影城” 的品牌建设，通过技术升级、系统管理、细化经

营、节约成本等措施，深度挖掘银幕内外盈利空间，提升放映技术及服务质量，保持公司在放

映终端市场的竞争力。公司影院优先配备中国巨幕、观影头等舱、高亮度激光放映机、杜比全

景声等高品质放映设备，保障最佳观影体验；公司推进总部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影院智慧放映

系统等放映技术落地，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提升放映质量、优化运营效率；通过精细管理、统筹

资源、丰富场景营销和活动事件，拉动影城的非票房收入。

2.�电影院线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4条控股院线、3条参股院线共新加盟影院218家，新增银幕1,489块；控参

股院线上半年观影人次共2.15亿人次，合计实现票房79.45亿元。在全国票房前十院线排名中，

公司控股院线占据三席，中影南方新干线、中数院线和中影星美分列第4名、第5名和第6名。院

线旗下27家影院跻身全国影院票房百强。

3.�云平台票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中影云票务平台建设，通过与渠道商、影院和支付平台的系统对接，

提供影票、卖品、衍生品、卡券等产品的线上购买与结算服务。公司持续拓展影院接入规模，丰

富“中国电影通” APP功能矩阵，通过线上活动、线下推广相结合，开发建立会员体系，发展会

员人数。截至报告期末，平台已上线影院7,650家，实现票房9.43亿元，卖品收入1,421万元。

（四）影视服务业务

在影视服务业务板块，公司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力度，促进数字放映设备的国产化进程，推

动国产电影技术“走出去”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持续发掘和培育新兴业务领

域。报告期内，公司的影视服务业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65,504.84万元。

1.�影视器材业务

通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多元化拓展，公司已形成集生产、研发、设计、培训、系统服务于

一体，国内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服务最优的电影科技产业体系。通过为国内外市场提供高端

影院解决方案和系统技术服务，公司致力于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推动中国电

影技术、设备的“走出去” 。

公司专注于高端巨幕格式放映系统的研发以及运营。中国巨幕系统推出了“CGS� THX�

Ultimate”高亮版解决方案，在承袭激光版系统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提升了放映标准与品质，丰

富了中国巨幕产品线。报告期内，新增投入运营的中国巨幕影厅18家，完成安装待开业的中国

巨幕影厅5家，合计新增23家。截至报告期末，正式投入运营的中国巨幕影厅已达342家，覆盖

全国145个城市。面向海外市场，中国巨幕已陆续在美国、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实现落地。

中国巨幕特有的母版制版技术对影片画面及声音进行精确转制，使电影作品在巨幕环境

中展现更加卓越的声画品质。报告期内，中国巨幕制作母版影片39部，中国巨幕影厅放映场次

总计超过25万场，观影超过840万人次，实现总票房4亿元。

中影巴可在国内数字放映机市场保持领先。报告期内，公司新推出的第四代中影巴可放

映机S4系列搭载最新的RGB激光光源、TRP� DMD，支持全平台4K分辨率、98.5%� REC2020色

域，为画质带来全面提升；应用多项技术设计专利，在硬件的稳定性、整机散热性能等方面表

现俱佳。同时，面向中国市场的新型号放映机15SLP正在联合研发中，具有稳定、高效、性价比

高等优势。截至报告期末，中影巴可放映机在全国已安装约33,599套。

2019年6月，中影光峰研发的激光数字电影放映机C5工程样机在上海亮相，作为首款中国

创造的符合DCI规范的激光放映机，适用于6米以下小型银幕且具有5,000流明亮度，可以满足

影院经营特色化、多元化的需求。

除上述技术产品外，公司还开展了数字电影智慧运营服务技术支撑平台、影院TMS管理

系统、售票系统、银幕、座椅等全品类影视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业务。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研发的数字影院智慧放映系统已落户近120家影院。

2.�其他影视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演艺经纪业务已签约演员、导演、编剧等艺术创作人员40余人，其中包括

张楠、卫铁、邢潇等12名青年导演，朱珠、田晓威等6名优秀编剧，多布杰、杨轶、戴卓凝等20名

演员，以及制片人、作曲人、剪辑师等优秀影视人才。

公司围绕影视产业开设多项专业技能培训，覆盖影视制片管理、影院经理人以及影视编

剧、导演、摄影、表演、美术设计、化妆造型等多个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人才培训中心共举

办各类培训班8期，培训学员共计1,352人次。

（五）行业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全年总票房为311.7亿元，较去年同比减少2.7%。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

157.54亿元，占全国票房总额的50.54%；进口影片票房154.16亿元，占全国票房总额的49.46%；

全国观影人次总计8.08亿人次，较去年同比减少10.3%。

截至报告期末，全国可统计票房的银幕总数共计64,944块。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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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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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

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总经理江平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22）。

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77� � �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19-021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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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焦宏奋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监事刘小恒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

席。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

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截至监事会决议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报告编

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22）。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77� � �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19-022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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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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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

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304号）的核准，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46,700万股，发行价格8.92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16,564.00

万元，扣除发行费人民币7,269.71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09,294.29万元。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6）第110ZC0501号”《验资报告》审验，上述资金已

于2016年8月3日全部到位。

截至2019年6月30日（以下简称“报告期末”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248,

704.46万元，（其中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10,180.17万元），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182,252.50万元（其中含银行利息21,662.67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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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2016年8月，公司及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按照公司财务

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

计划，按流转程序逐级审批，经公司有关负责人签字批准后，由出纳予以付款。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建设银行北京安华支行

11050173360000000157

活期

905,055,818.56

浦发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91310154800002727

活期

1,019,270,881.07

合 计

/ / 1,924,326,699.63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累计已投入248,704.46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182,252.50万元（其中含银行存款

利息及理财收入21,662.67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6月21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时公告《中国电影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2019年5月28日， 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时公告《中国电影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1）。截至报告期末，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的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9,294.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367.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4,893.4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8,704.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6.48%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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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投资原项目

补充影视剧业务营

运资金项目

是

118,352.00 2,567.72 2,567.72 0.00 2,567.72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数字影院投资项目 是

70,642.29 10,642.29 10,642.29 0.00 7,620.76 -3,021.53 71.6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数字放映推广应用

项目

是

143,25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购买影院片前广告

运营权项目

是

24,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

2007

中国电影

集团企业债券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是

53,050.00 1,190.82 1,190.82 0.00 0.00 -1,190.82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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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

补充影视剧业务营

运资金项目

是

- 150,564.00 150,564.00 15,782.08 61,944.80 -88,619.20 41.14

2020

年

5

月

19,863.56

是 否

数字影院投资项目 是

- 60,000.00 60,000.00 6151.13 40,007.97 -19,992.03 66.68 0.00

是 否

数字放映推广应用

项目

是

- 144,329.46 144,329.46 3,433.86 106,501.18 -37,828.28 73.79 2,875.18

是 否

购买影院片前广告

运营权项目

是

- 30,000.00 30,000.00 0.00 30,000.21 0.21 100.00

2018

年

4

月

0.00

是 否

并购项目 是

- 10,000.00 10,000.00 0.00 61.82 -9,938.18 0.62

2019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一

409,294.29 409,294.29 409,294.29 25,367.07 248,704.46 -160,589.83 60.7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前，部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数字影院投资项目”、“数字放映推广应用

项目”、“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营权项目”和“偿还

2007

中国电影集团企业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已使用自筹资金实施完毕，公司未在募集资金

到账后

6

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故需制定新的项目实施方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五十六次会议和

2016

、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项目

变更为新项目“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数字影院投资项目”、“数字放映推广应用项目”、“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营权项目”和“并购项目”

（以下简称“新项目”），具体内容公司临时公告《中国电影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2

，

2019-011

）。变更后的新项目分

别自

2017

年

4

月

27

日，

2019

年

5

月

28

日开始实施。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

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详情参见公司临时公告《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4

）。

在上述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的现金管理实施情况详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7-029

、

2018-004

、

2018-015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

001

、

2018-014

、

2019-001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

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详情参见公司临时公告《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0

）。

在上述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的现金管理实施情况详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9-003

、

2019-016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5

）。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由公司与子公司共同实施，故在实施上述项目时，公司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项目款，在项目支出累计一定时间后，将该期间项目支出

的累计金额一次性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同时确认募集资金支出。因公司募集资金原项目已使用自筹资金实施完毕，除已变更的新

项目外，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投向待变更。公司将在确定投资方向与使用计划后，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审议与披

露程序。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

换先期投入金额。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的金额” ：公司募投项目计划未就截止报告期末的投入金额作具体

承诺，故本表格列示“截至期末承诺投入的金额” 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

表格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与“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相应调

整。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新项目中，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

营权项目的计算口径为所投资的募投项目产生的营业收入；数字影院投资项目、数字放映推

广应用项目的计算口径为所投资的募投项目产生的利润总额。

4. �收购YAMIGS项目尚未完成主要系该股权投资事项需要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核批

准，并购项目立项后，开展了必要的法律与财务尽职调查工作，但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完成该项

目的募集资金使用。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

(2)

投资进度

（

%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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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补充影视剧业务营

运资金项目 （新项

目）

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

项目（原项目）以及偿还

2007

中国电影集团企业债券本

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原项目）

150,564.00 150,564.00 15,782.08 61,944.80 41.14

2020

年

5

月

19,863.56

是 否

数字影院投资项目

（新项目）

数字影院投资项目（原项目）

60,000.00 60,000.00 6151.13 40,007.97 66.68 0.00

是 否

数字放映推广应用

项目（新项目）

数字放映推广应用项目（原

项目）以及偿还

2007

中国电

影集团企业债券本金及最

后一期利息（原项目）

144,329.46 144,329.46 3,433.86 106,501.18 73.79 2,875.18

是 否

购买影院片前广告

运营权项目 （新项

目）

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营权

项目（原项目）以及部分偿还

2007

中国电影集团企业债券

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原项

目）

30,000.00 30,000.00 0.00 30,000.21 100.00

2018

年

4

月

0.00

是 否

并购项目

数字放映推广应用项目（原

项目）

10,000.00 10,000.00 0.00 61.82 0.62

2019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94,893.46 394,893.46 25,367.07 238,515.98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前，部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数字

影院投资项目”、“数字放映推广应用项目”、“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营权项目”和“偿还

2007

中国电影集团企业债

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已使用自筹资金实施完毕，公司未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

金，故需制定新的项目实施方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五十六次会议和

2016

、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项目变更为新项目“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数字影院投资项目”、“数

字放映推广应用项目”、“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营权项目”和“并购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具体内容公司临

时公告《中国电影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2

，

2019-011

）。变更后的新项目分别自

2017

年

4

月

27

日，

2019

年

5

月

28

日开始实施。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1.“截至期末计划累计投资金额” ： 公司募投项目计划未就截止报告期末的投入金额

作具体承诺，故本表格列示“截至期末承诺投入的金额” 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调整后投

资总额，表格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与“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相应调整。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新项目中，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

营权项目的计算口径为所投资的募投项目产生的营业收入；数字影院投资项目、数字放映推

广应用项目的计算口径为所投资的募投项目产生的利润总额。

3. �收购YAMIGS项目尚未完成主要系该股权投资事项需要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核批

准，并购项目立项后，开展了必要的法律与财务尽职调查工作，但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完成该项

目的募集资金使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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