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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电影主业失色 华谊兄弟能否再现“芳华”？
本报记者 马秀岚 吴可仲 北京报道

连阴。 有私募投资机构人士认为，

伏。 《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发现，

2018 年 1 月 4 日， 在上映 21

一部电影的爆款无法从根本上改
变市场对行业和公司的价值判断。

该公司 2016 年的扣非净利润出现
上市 8 年来的首亏， 为 -4018 万

资者身份致电华谊兄弟董秘办，对
方回应表示：“明星股东同意将自
己可自由支配收入贡献给子公司

天后，电影《芳华》的票房突破 12
亿元大关。 但在电影热映背后，作

与此同时，关于华谊兄弟将明
星股东的个人收入计入上市公司

元。 2017 年前三季度， 华谊兄弟
8.30 亿元的税前利润中，投资收益

作为业绩一部分。这也是考虑到有
利于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

为出品方之一的华谊兄弟

业绩、 在电影主业上逐渐失色、投
资收益占比过大的质疑也此起彼

为 6.87 亿元，占比为 82.77%。
2018 年 1 月 3 日， 记者以投

2015 年部分明星同意将他们的个
人收入作为业绩收入的一部分 。 ”

（300027.SZ）的股价却一度出现七

可否完成对赌？
《芳华》是东阳美拉 2017 年最核心的作品，因此该电影也关系到东阳美拉 2017 年是否能完成业绩承诺。
《芳华》 主要出品方包括东阳

年最核心的作品，因此该电影也关

存在，因为随着华谊兄弟逐渐发展

变化，华谊兄弟与这些导演、演员

美拉、华谊兄弟、爱奇艺、北京耀
莱、北京文化等公司。

系到东阳美拉 2017 年是否能完成
业绩承诺。

倾向于大制作的剧目，而该类剧又
不敢轻易起用新导演。

签约。
外界认为，2015 年与华谊兄

其中，在 2015 年，华谊兄弟以
10.5 亿元从冯小刚手中收购东阳

截至 2018 年 1 月 4 日， 猫眼
电影专业版显示票房已经达到

华 谊 兄 弟 2009 年 招 股 说 明
书显示， 冯小刚工作室在当时出

弟签订对赌协议后，冯小刚开始出
现“
一年一部电影”的高产节奏。

美拉 70%股权，并签订了 5 年“对
赌协议”。根据业绩承诺，股权转让
后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的 五 年
内， 美拉传媒 2016 年的净利润不

12.94 亿元。有分析认为，以《芳华》
目前票房成绩， 冯小刚今年可以
“
松口气了”。
实际上，华谊兄弟在收购东阳

品的《集结号》和《非诚勿扰》2 部
影片， 累计实现票房分账收入
18896.50 万元， 约占华谊兄弟电
影业务收入的 40%和总营业收入

曹海涛分析， 华谊兄弟上市
过了 8 年，8 年的考核后， 双方已
续约多次。 即使跟这些演员、导演
续约多次，也很难有深刻绑定。 因

得低于 1 亿元，此后几年在上一年
度的基础上增加 15%。若业绩不达

美拉之时就有业内人士指出，华谊
兄弟是想绑定“冯小刚 IP”5 年。 影

的 18%。
曹海涛表示， 公司靠人发展，

演艺圈不确定性大，为此，绑定这
些演员和导演， 华谊兄弟进行了

标，冯小刚要用现金补足目标业绩

视投资人曹海涛告诉记者，华谊兄

如何在后续保证和演员、导演的牢

尝试，包括并购冯小刚、张国立等

的差额。 《芳华》是东阳美拉 2017

弟对冯小刚个人的依赖其实一直

靠关系？为保证三五年之内不发生

人的公司，试图和演员进行对赌。

2017 年 12 月 6 日 ，
电影《芳华》在北京举
行“我把芳华献给你”
首映发布会。
本报资料室 / 图

“明星资本化”争议
对影视公司而言，本来的成本不仅不再是成本，而是变成了收入，这一进一出，亏的转为盈利，盈利的变成赚疯。
随着影视业飞速发展，华谊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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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数千亩，投资数百亿

光线传媒进军实景娱乐
数百亿项目进展缓慢
本报记者 陈佳岚 李静 广州报道

近年来， 影视公司借影视内容
优势发展旅游地产项目屡见不鲜。
2017 年年底，北京光线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线传媒”)
以一则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政府
签订中国电影世界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的消息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项
目规划占地 4150 亩，总投资 100 亿

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光线传
媒就有进军文化旅游项目的意图
了，此前，相继与上海、大连、湖南多
地政府有过框架协议。 但至今未见
相关项目实质性进展。
光线传媒董秘对 《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项目可能还在推进
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需要给大家
讲，如果有进展的话公司会进行相
关披露。

遍地散花
据记者了解，在江苏扬州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6 月，光线

合作中，双方拟采用 BOT（建设 运营 - 移交）与 BOO（建设 - 拥有

传媒还与湖南省商务厅投促局洽谈，拟
将
“
光线中国电影世界”项目落户长株

- 运营）模式，由光线传媒负责 PPP

潭地区，项目占地 1000 亩左右。

范围内所有经营性项目的独家运

记者梳理光线传 媒 2015 年 、

营管理。 届时，综合体将包含制片
基地、电影主题乐园、影视主题度
假区、电影文化城、影视文创基地、

2016 年年报，在光线传媒的年报中
均有提及公司有意向于实景娱乐
项目方面的布局，但并未见到相关

影视主题社区、光线电影小镇七大
核心业态。
实际上，光线传媒提出中国电

“中国电影世界项目” 在建或相关
进展。 对此，光线传媒董秘表示，项
目可能还在推进中，没有什么实质

影 世 界 项 目 相 关 战 略 始 于 2014
年， 彼时实景娱乐产业热潮刚兴
起，当年，华谊兄弟、万达都有类似

性的需要给大家讲，如果有进展的
话公司会进行相关披露。
目前， 光线传媒的主营业务主

计划。
2014 年 6 月， 光线传媒宣布与

要分为电影、电视剧、视频直播、游戏
及其他四大板块。 电影投资还是占

上海闵行区达成协议， 在闵行浦江
镇建设“中国电影世界项目”，面积

营收业务的大头。 与其他同类影视
公司相似， 影视周边产业链及对外

1200 亩，投资 100 亿元。此举也被认
为是光线传媒进军实景娱乐的第一

投资业务为光线传媒带来的营收比
重正在加大。 为探索实景娱乐业务，

波号角。 然而，2016 年 2 月，上海市
《闵行区经委 2015 年工作总结暨
2016 年工作要点》 披露， 闵行区
2015 年布局的重大产业项目推进总

2017 年 6 月， 光线传媒投资设立光
线（霍尔果斯）现场娱乐有限公司。
实际上，在业界，影视公司跨界
实景娱乐项目早有先例，2009 年，华

体顺利， 其中提及光线项目进展缓
慢。“
全区 69 个重大产业项目中，除
3 个项目（通意新材料、光线传媒、衣
恋） 推进进度慢于预期外， 其余 66
个项目推进正常， 年底完成率达到

谊兄弟在上市之初， 就开始向迪士
尼发展模式取经， 准备投资搞房地
产， 而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更是
以“
在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
题公园” 为梦想跨界入局此领域。

96%以上。”三年后的今天，上述项目
似乎已没有了最新进展。

2014 年，华谊兄弟则提出了
“
去电影
化”战略，“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还

2016 年 8 月， 光线传媒与大连
市投资 100 亿元的
“
光线中国电影世

作为单独的板块在华谊兄弟的业绩
报表中出现。 近段时间，冯小刚电影

界主题乐园综合体”拟落户大连金普
新区。该项目位于小窑湾和金石滩之

《芳华》与海南的项目因为实景娱乐
项目带来热度。

间，规划面积 1.25 平方公里，总投资
100 亿元。“计划于 2017 年开始建
设，2019 年一期投入运营，2022 年二
期开园”，截至 2018 年年初，该综合
体项目并未有建设迹象。

另外，万达依托地产基因也在
进军实景娱乐。 乐视、完美、德信、
深圳沃溪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等知名甚至不知名的公司都来凑
热闹，宣称要打造影视小镇。

共需根据协议补偿 1487.85 万元。

示函， 因未能对 2015 年合并报表

的利润。

弟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明星
工作室也蔚然成风，范冰冰等明星
逐渐出走华谊兄弟。
“签订对赌协议是双赢的结
果。华谊兄弟本身需要利润、需要深

华谊兄弟董秘办回应记者称，
这些收购在当时都有对投资定价
做相应的披露，也过了相应的股东
大会审议。 签订业绩承诺后，明星
股东若未实现相应业绩目标，需对

范围内两家子公司的收入来源进
行及时、完整的披露。 华谊兄弟直
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才对上述事
项进行补充说明和披露。
根据其补充说明，警示函中的

对于明星个人收入计入上市
公司收入，投资者亦在互动平台进
行质疑。华谊兄弟董秘办人士向记
者表示，明星股东考虑到有利于公
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同意将

动作迟缓？

度绑定明星 。 若无更好的激励方
式，明星也不会全心全意与你合作。
华谊兄弟将明星的工作室并购，实

公司进行补偿。同时股东保证不能
违反相应法律法规、不能够成为广
电部门封杀的明星。若违反上述约

两家公司， 东阳浩瀚的 2015 年业
绩中，李晨 、 冯 绍 峰 、Angelababy、
郑恺、杜淳、陈赫个人净利润分别

自己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贡献给子
公司作为业绩的一部分。
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曾撰文

实景娱乐项目的火热与近年来
特色小镇项目热潮兴起及带来的政

对于光线传媒的“慢动作”，北
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现利益最大化。 ”曹海涛说道。
2015 年， 仅成立 1 天的东阳

定， 公司是有权单方面去终止协
议，并且要求他们支付违约金或者

为 813.9 万元、832.16 万元、807.58
万 元 、817.41 万 元 、804.07 万 元 、

评论这一现象：“对影视公司而言，
本来的成本不仅不再是成本，而是

策福利不无关系外，也与近年来影视
娱乐行业在线票务红利增长点消耗

峰认为这或许与光线传媒的战略有
关，光线传媒可能觉得当前中国电影

浩瀚被华谊兄弟兄弟以 7.56 亿元
收购，明星股东包括李晨、冯绍峰、
Angelababy（杨颖）、郑恺、杜淳和
陈赫。 东阳浩瀚做出业绩承诺，

赔偿金。
而对于这些明星公司是空壳
公司的质疑，对方表示，东阳美拉、
东阳浩瀚在做相应的业务，未来也

809.33 万元；东阳浩瀚的公司净利
润 227.39 万元。 合计实现净利润
5111.82 万元。
2015 年东阳美拉则实现净利

变成了收入，这一进一出，亏的转
为盈利，盈利的变成赚疯。 对这些
大牌艺人或者导演来说，付出了一
两年的劳动拿回了六到十年的钱，

殆尽有关。 在文娱产业时评人张书乐
看来，
“
此前，在线票务兴起缩短了观
众对于电影院之间的距离，这样能够
让他们跨界爬坡获得发展空间，如今

市场空间仍比较大，并不急于快速推
进；另外，或许是光线传媒缺少地产
基因， 缺乏一些运作文旅项目经验，
或者模式也和万达、 华谊兄弟不一

2015 年，其需完成 9000 万元的税

会一直正常运营业务。东阳美拉有

润 4602.67 万元，收入来源于业务

虽然后面还会有一些绑定的义务，

后净利润，以后每年递增 15%。
但据统计，2016 年两个标的
东阳浩瀚、 浙江常升业绩未达标，
完成率分别为 97.98%和 66.15%，

相应的影视作品的制作，同时还开
发新的年轻导演。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华谊兄
弟发布公告称，收到浙江证监局警

广告、 参加综艺节目及导演服务。
其中包括以东阳美拉名义取得的
冯小刚作为编剧、 导演、 监制、制
片、演员、广告代言人等业务产生

但那些都是未来，眼前的利益先装
进兜再说，甚至可以同时和不止一
家公司合作，也从不止一个地方拿
到市盈率的倍数。 ”

红利期已经过去，影视增速遭遇天花
板， 迫使电影公司需要找新增长点，

样，“但未来大公司做大文化产业一
定是个方向。 ”陈少峰补充道。

2016 年、2017 年投资大的 IP 成为业
界布局， 然后大的 IP 也很难获得大
票房，甚至越大的 IP 票房会越惨淡，
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考虑做周边，希
望相关产业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 ”
影视行业的一位品牌部负责人
对本报记者透露， 2015 年是影视娱乐
行业最好的时候，当时前几大传媒上
市公司股价表现非常好，然而在 2016
年股灾之后，2017 年影视娱乐行业上
市板块都在挤泡沫，目前还处在调整
期。“
股票市场不就是做预期吗？ 投资
影视作品回报率有限，而延长产业链

张书乐则认为， 影视娱乐起家
的华谊兄弟，在发展娱乐项目中有冯
小刚、张国立等明星为其背书，在地
方政府拿地和项目推进中有着很大
的推动作用。而早期以电视节目制作
与发行起家的光线传媒则缺乏这个
优势。据媒体报道，自 2012 年启动至
2017 年底， 华谊兄弟在全国签约布
局 20 个项目，长沙、郑州、南京等地
的多个项目已进入建设阶段。
利用 IP 发展地产项目做得最好
的当属美国的迪士尼公司。 在国内，
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因拍摄过《红高

可以说是一个方向。 ”该人士表示。
光线传媒董秘表示，2016 年电影
市场的确没有之前市场预期有那么好，
但是 2017 年发布的相关数据，中国电
影票房收益是 550 多亿元， 同比增长
率达百分十几， 未来大家也将更加关
注精神层面的娱乐体验， 电影行业未
来的发展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而在 2017 年 6 月的上海电影
节上，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则表示：
“大家不要只关注票房，一部电影健
康的收入 30%来自票房，70%来自

粱》和《大话西游》等经典影视作品吸
引了大量游客，华强方特因有了《熊
出没》 的 IP 为其在二三线城市旅游
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
“
影视娱乐、 影城基地可以不断通过
影片的拍摄来形成一个地标，这是优
势， 对于寻找情怀的人来说有吸引
力，但是现在看来，依托情怀明星 IP
和电影导入所能带来的流量影响还
是比较有限。”张书乐告诉记者，2017
年是特色小镇建设全面发展爆发的
一年，随着大环境的利好，影视小镇

版权销售、衍生品等，而中国电影产
业近年在后者有很大提高， 预计未
来两者收入持平。 ”
值得注意的是， 光线传媒自

不仅将作为一个景点存在，它还需要
联合周边产业链，把更具特色的项目
发展起来才更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 影视公司要想

2014 年也开始有涉足
“
中国电影世界
项目”相关意向，但相比华谊兄弟、万
达，似乎未见项目有实质性进展。

在实景娱乐领域取得成绩并不容
易。目前为止，实景娱乐依然是一个
烧钱的生意。

利润靠投资收益？
2016 年华谊兄弟投资收益为 11.19 亿元，占利润总额 87%。
在万达、 光线等传统影视公

科技， 在 8 年时间里不断套现减

象创造影视剧；另外，通过资本力

获回应。

司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巨头的夹击
下，华谊兄弟兄弟不再如日中天。
2017 年 11 月华谊兄弟发布
30 余部片单， 宣布要重回电视剧
市场，并将试水纯网剧。 华谊兄弟
CEO 王中磊当时曾对媒体表示，
华谊兄弟在整个中国电影行业不
再那么突出， 说明是电影行业开
始成熟。
记者梳理发现，2016 年华谊
兄弟实现营收 35 亿元， 比上年同
期下降 9.55%； 营业利润为 11 亿

持， 为公司带来了超过 20 亿元的
投资收益。 2016 年华谊兄弟投资
收益为 11.19 亿元， 占利润总额
87%。 华谊兄弟 2017 年半年报显
示， 当年其投资收益为 5.4 亿元，
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77.94%。
目前，华谊兄弟投资及运营四
大业务板块主要包括影视娱乐板
块、 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板块、互
联网娱乐板块以及产业投资板块。
华谊兄弟电影业务不振与电
影市场增速下滑不无关系。 易观分

量布局游戏、旅游地产、电影公社
等项目， 最终要做成一个大娱乐
平台。
董敏娜认为， 华谊兄弟和万
达相比在院线方面的短板依然凸
显，财报显示，目前其开业的影院
总数为 22 家，在建影院 2 家。
而产量和排片少也成为电影
收入下滑原因。 2017 年第三季度
财报中表示，由于商业大片的投
资回报高、市场影响大、运作模
式成熟， 在国内市场上成功率

记者查阅华谊兄弟 2017 年度
半年报显示， 2017 年上半年影视
娱乐、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互联
网娱乐板块占营收比重分别为
68.81%、13.52%、18.64%,同比增减
分别为 -6.41%、77.54%、-8.48%。
据悉， 实景娱乐板块已开始
盈利，2014 年开放的“海口观澜
湖华谊兄弟冯小刚公社” 目前开
放两条街区， 年游客量已突破
200 万。 同时，华谊兄弟 2017 年
12 月 4 日 在 互 动 平 台 上 回 答 投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5.21%。利润
总额 12 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3.94%；净利润为 8 亿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 17.21%。 2014 年、2015
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5.39 亿元、
4.71 亿元，2016 年的扣非净利润

析师董敏娜告诉记者，这与华谊兄
弟的战略重点转移也分不开。 在
2014 年提出“去电影单一化“战略
后，华谊兄弟希望在维持电影核心
地位的同时，多元化发展，打通产
业链、 减轻单一电影业务压力，并

高，因此成为公司电影业务的首
选。 但商业大片需要大额资金的
投入，受制于资金的限制，产量一
直无法迅速提高， 妨碍了公司电
影业务收入的稳步提升。同时，如
果投资的少数商业大片票房表

资者提问时表示，目前，品牌授权
与实景娱乐版块长沙、 西昌、郑
州、 南京等项目进入在建状态并
相 继 开 工 ，2017~2018 年 会 有 项
目开园迎客， 其中最早开园的项
目是华谊兄弟电影世界 （苏州），

则出现上市 8 年来的首亏，为
-4018 万元。
2017 年 12 月 28 日， 华谊兄
弟宣布清仓减持所持有的掌趣科
技 （300315.SZ）0.42%股权。 2010

开始大力发展实景娱乐、投资等业
务。 王中磊认为，这个决定，在华谊
兄弟过渡期，保证了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

现不好或因公映档期等原因不
能在该年度确认主要收入，则可
能引起公司电影业务收入增长
的波动。
记者就战略得失问题向华谊

其中会有集结号、 狄仁杰和非诚
勿扰等主题。
有影视界人士告诉记者，现在
来看， 华谊兄弟确实在延长产业

年，华谊兄弟以 1.5 亿元入股掌趣

早在上市之初， 华谊兄弟高
层就希望不仅通过影视公司的形

兄弟公关人士咨询，截至发稿，未

链，在资本运作上也较擅长，但是
依然需要在内容和实业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