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人：董事长 蒋小平
2019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
度，恪尽职守、积极有效地行使职权，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勤勉
尽责地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各项业务的开展，实现
公司可持续发展。现将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9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2019 年度，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紧密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
工作，科学部署，稳健经营，积极应对行业环境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迎来了扭亏
为盈的新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3,808.79 万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29.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57.1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1.24%；
基本每股收益 0.02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1.40%。
（一）电视剧业务
幸福蓝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按照“好主题+好品质+好影响”的
原则，在推出更多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和文化厚度的作品上下功夫，形成“筹
备一批、制作一批、播出一批”的良性循环，着力打造在全国有影响的影视内容
创作高地。
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围绕重要节点、重大主题，提前谋划，及时推出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积极发出主流声音。2019年实现首轮黄金档播出的
电视剧共8部。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公司推出了《特赦1959》《空降利刃》
《光荣时代》《梦在海这边》，其中公司策划并制作的《梦在海这边》于12月11
日在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两家上星频道和西瓜视频同步播出，开播首日江苏卫视
收视率破1，CSM59城省级卫视黄金剧场单天收视始终位居同时段前三甲，并接连
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轮番称赞。
同时，公司主投主控的小康主题献礼剧《阿坝一家人》正在后期制作中，参
与投资的冬奥会献礼剧《冰糖炖雪梨》已于2020年3月19日江苏卫视、浙江卫视

及优酷视频播出。
幸福蓝海弘扬正确价值导向，坚持精品生产路线，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可与
好评。2019 年，公司出品的《爱情的边疆》荣获第 25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
佳编剧（原创），并入围了最佳编剧（原创）、最佳男配角、最佳美术三项提名；
《黄土高天》荣获全国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江苏第十一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荣誉奖；《春天里》荣获江苏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二）电影全产业链业务
公司坚定贯彻电影全产业链发展战略，积极落实“渠道优先、带动内容”的
发展思路，高度注重全产业链的整体运作和协同效应，通过全产业链的配合联动，
优化产业结构，平衡市场波动，提升公司效益。
1.电影制作、发行
幸福蓝海始终坚持“为人民拍精品电影”的基调，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江苏
故事，按照“好主题、好品质、好影响”的标准进行影视创作。报告期内，公司
出品的电影《误杀》于2019年12月13日上映后口碑爆棚，票房突破12亿元，并入
选豆瓣发布的“2019年度华语影片”前十；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中国机长》
《烈
火英雄》《南方车站的聚会》均取得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同时，公司主控歌剧电影《拉贝日记》、跟投电影《征途》和《第一次的离
别》均已完成摄制，将择期公映：其中《第一次的离别》获得了第69届柏林电影
节新生代单元最佳影片奖、第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火
鸟大奖、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等多项世界大奖。
2.院线发行、加盟影城拓展
2019年幸福蓝海院线继续加速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年新拓展影城突破
86家，截至2019年12月31日院线旗下影城累计达到398家。全年累计实现票房
25.11亿元（含服务费），同比增长21%，增幅为全国前十大院线之首，公司在全
国院线票房排名已由2018年度的第十位跃居至第九位，在江苏省票房保持第一
位。
3.自有影城拓展
2019年公司影城拓展工作取得新进展，通过完善项目评估机制、由“量”转

“质”，优化自建影院项目布局，提升拓展质量。全年新签项目27个、173张屏幕，
累计签约项目151个、1,123张银幕，分布在19个省、直辖市。全年新开业自有影
城12家88张银幕，累计86家621张银幕。
4.影城经营
在整个行业单银幕产出下降的情况下，幸福蓝海自有影城通过连锁管理模
式，发挥影城集聚集约优势，不断优化营运品质与运营系统，全面提升全程观影
体验，用精细化的管理、差异化的内容，打造高品质的“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连
锁影院品牌形象。
二、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
对公司相关事项做出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全年共召开 6 次董事会会议，具体
如下：
序
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主要议案

公告刊
登指定
网站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暨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1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2019 年
1 月 14 日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人员变更的议
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巨潮
资讯网

《关于公司<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2019 年
4 月 11 日

《关于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巨潮
资讯网

《关于<2018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和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
项审计说明>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加盟影城提供设备租赁承诺回购服务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议案》
《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请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2019 年
4 月 26 日

4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

2019 年
8 月 28 日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2019 年 10
月 25 日

5

6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新增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巨潮
资讯网
巨潮
资讯网
巨潮
资讯网
巨潮
资讯网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3 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严格
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了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维护了全体
股东的利益，保证股东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推动了公司长期、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情况如下：
序
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主要议案

公告刊
登指定
网站

1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19 年
1 月 30 日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巨潮
资讯网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

2018 年度
股东大会

2019 年
5月8日

《关于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巨潮
资讯网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和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计提 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3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19 年
《关于新增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12 月 30 日 案》

巨潮
资讯网

（三）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8 次会议，均由召集人提请召开，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具体召开情
况如下表：
序
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1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

2019 年
1 月 30 日

2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

2019 年
2 月 28 日

主要议案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审计预沟通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内控审计部 2018 年工作总结及 2019 年
工作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审计重要事项沟通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总体）计划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

2019 年
4 月 11 日

《关于<2018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情况和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

5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五次会议

2019 年
4 月 26 日

2019 年
8 月 28 日

《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内控审计部 2019 年一季度工作总结及
二季度工作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内控审计部 2019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
下半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6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六次会议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关于公司内控审计部 2019 年三季度工作总结及
四季度工作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7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关于新增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8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9 年第八次会议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涉及预沟通事项的议案》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
职责。2019 年度，提名委员会召开了 1 次会议，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推荐、
资格审查并向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提名。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积极开展相
关工作，认真履行职责。2019 年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 1 次会议，对在
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目标考核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考核，按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兑现绩效薪酬。

4.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认真履行职
责。2019 年度，战略委员会召开了 1 次会议，审议了公司《2019 年度经营计划》。
三、2020 年度发展规划
2020 年，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并执行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坚持“品
质蓝海、创造幸福”的经营理念，坚持精品剧生产路线与电影全产业链发展战略，
不断优化内容生产和营销策略，积极运用资本平台，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与团队建
设。在突出主业的同时，把握机遇加快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拓展，从而实现企业
的跨越式发展。
（一）加强影视剧生产和发行
公司将不断优化内容生产和营销能力，进一步夯实“筹备一批、制作一批、
播出一批”的良性循环，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遵照好主
题、好品质、好影响的标准，着力打造有品质、有温度的力作，从队伍、研发、
论证、制作到发行全方位提升，塑造优质品牌形象。
（二）持续提升院线市场排名、加快自有影城建设
幸福蓝海院线将在目前全国院线票房排名第九、江苏地区排名第一的基础
上，通过优化整合资源、增强运营管理能力、加大投入力度、创新经营等手段，
开拓挖潜、争先进位。在 2020 年要努力保持第九的位置，并且力争冲刺更好位
次，提升市场占有率。加快自有影城终端布局，深耕江苏，聚焦乡镇，继续跟进
全国重点票仓城市影院建设，进一步提升幸福蓝海品牌影响力。
（三）强化自有影城管理
幸福蓝海自有影城通过连锁管理模式，强化集团管理，发挥好影城集聚集约
优势。同时，大力发展技术创新。公司在 2020 年将继续推广、完善智慧影城系
统，不断优化网络售票、自助售票、无人闸机检票等新功能、新举措；对部分老
影城进行优化升级，内部深挖增收潜力；探索终端连锁化经营模式和集中式营销。
（四）加强内部管理与队伍建设水平
2020 年公司要继续深入优化管理机制，完善健全规章制度；建立全面、系
统的内控体系，强化审计监督，深化项目审计；在现有影视、影城项目的投资评

估、决策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投资模型、决策流程、投后管理体系，强化风
险管控，提升投资的科学性和安全性。
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引进行业领军人才，下大力气培养紧缺人才，建立影视
行业优才计划，针对引进特殊人才设立特殊标准和引进机制；同时抓好企业文化
建设，增强员工归属感、荣誉感。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