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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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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陶静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历成旭 

北京金百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峻麟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韩小禹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候云哲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周楠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郝力芳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李伟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俊彦 

中信证券股份公司：陈英 

银行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昊原、刘海泉 

德盛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刘明 

北京衍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晓鹏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艳丽、王子健、颜媛、胡涛、王汉

博、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鲍骋 

北京中今睿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苗有鹏 

厦门普尔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朱一峰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罗柏言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葛秋石 

北京新华汇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晗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秦毅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战勇 

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聂秀欣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王宇伟 

招商证券：王京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滔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贾瑞杰  

时间 2015年 12月 2日 10：00-11：30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6号唐德影视二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李兰天（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黄骁睿（副总裁助理）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容介

绍 

一、公司经营近况及明年展望 

    公司四季度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电视剧，像之前已经上过

片的《拥抱星星的月亮》、《左手劈刀》等电视剧的二轮、三轮、

多轮播出及其他媒体的销售，同时还有一部新剧《天伦》计划

明年 2月份在北京卫视首轮播出，会计算在 2015年四季度的

收入里；另外，还有几部电影的发行收入，主要是《饥饿游戏

3：嘲笑鸟（下）》的发行，原定 12月 24 日全球同期上映的电

影《绝地逃亡》的上映档期有所调整，但具体上映日期暂定，

由于其是全球分账，我们也希望除了国内的电影票房外，也能

享受一部分国外票房的收益。目前在制的项目，如电影《非常

同伙》将在月底前杀青，明年三、四季度会安排上映；电视剧

项目有，刚刚杀青的《政委》、正在横店拍摄的《冯子材》、正

在厦门拍摄的《结婚为什么》，上述电视剧项目也都会在明年

安排卫视播出。公司其他收入还包括艺人经纪收入、明年上半

年栏目的收入等。 

二、问答环节 



 

Q1：影视剧的数量部署 

明年，能确认收入的电视剧数量在 6-8部之间，其中 3部

电视剧计划在春节后 3月份的时候同时开机，还有一部比较大

型的电视剧制作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后年结束制作，其他陆

续开机的较小项目至少首轮及网络都会在明年确认收入；电影

有 3部计划在明年确认收入。 

Q2：公司 IP储备的开发计划 

公司目前已储备很多 IP，且计划购买更多的优质 IP。总

体来说，公司对于全版权、永久的、原创的适合连续开发的

IP是按照“电影首部、电视剧首部、电影续集、网剧番外篇、

电影第三部、电视剧续集、游戏和最后的衍生品”的规划进行

全盘开发。其中我认为比较不错的 IP 有几部，比如古装玄幻

的《孔雀公主》、传奇的《广州十三行》等都是按照上述开发

模式打造的。但有些 IP 只是单纯的一部电视剧，大家从网上

的信息来源可以看到我们公司将有两部大型的电视剧计划是

大投入大制作，其中《东宫》开机时间及是否由范冰冰出演暂

定，《朱雀》明年 3 月份在横店主场景开机，部分次场景已经

在北京怀柔开始摄制，确定由范冰冰出演；上述两部剧具体的

拍摄时间是比较快，一般几个月拍完，但由于后期制作周期较

长，最早可能于明年 12 月份播出，能否在明年确认收入暂时

未知。公司来讲，播出是一方面，还应关注如何确认收入，确

认收入的标准则是签署合同，拿到广电局的发行许可证，跟播

出时间是不一致的。 

Q3：电视剧政策变化对公司的影响 

从今年年初开始，电视剧政策从原来的“一剧四星”变为

“一剧两星”。我们指的广电局的“一剧两星”、“一剧四星”、

“一剧一星”都是针对首轮播出来讲。电视剧从电视台的收入

来讲，首轮播出是最值钱的，收入占比是最大的，原来是四个

不同的电视台承担一部剧的收入，确实比“一剧一星”承担的



 

要多，而从唐德的布局来看，从 2014 年开始到今天，我们的

项目基本上是采取独播的方式，不管广电局的政策如何，主要

还是看内容，精品剧还是很抢手的，比如《武媚娘传奇》，湖

南卫视一个台出 250万单集的价格，如果四星的话，没有任何

一个电视台会出这么高的价格，因为市场在分，收视率也是在

分，所以说如果是四星，精化剧的收入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的。 

事实上，电视剧的价格未来还有增长空间，因为电视台的

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收入，而电视台仅用了少部分的广告收入

来采购电视剧。虽然有些电视台的综艺栏目比较火，但毕竟是

周播的（一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电视台主要内容还是以电

视剧为主的，只要剧的质量好，电视台在自己的实力范围内是

愿意付更高的价格，获得好的收视率，得到更多的广告收入，

这是一个循环。一般在制作电视剧的时候会先与电视台沟通或

者开机后组织电视台到剧组探班，就主创、观众喜爱的题材等

进行洽谈，因为电视台的购片中心是比我们更贴近观众、更了

解市场的需求等，洽谈价格跟电视剧的类型也有关，同类型的

剧，比如《朱雀》，目前洽谈的价格至少比《武媚娘传奇》的

价格高。 

Q4：业绩增长的来源 

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电视剧的数量，并不是电视剧的集

数。《武媚娘传奇》在 2015年度的收入占比也并不是特别高，

因为首轮收入（湖南卫视 250万/集、网络 100万/集）确认在

2014年，而 2015年确认的仅是二轮、三轮的收入。明年来看，

电影《绝地逃亡》、《出土的丘比特》等片子的收入确认在明年，

还有明年播出的栏目《筑梦中国 C 计划》。不局限于传统的电

视剧，电影、网剧都会布局，既制作一些大的片子比如《朱雀》，

一些中小型的项目也在做，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 

目前，还没有规定对电视剧的集数做出一定的限制，我所

了解的广电局对电视剧的题材（古装）有一定的约束，如必须



 

是正剧，与历史相吻合的，不能做架空的、凭空创造的历史，

不能误导观众，这是他们的理由。但从集数、时长来讲，目前

并没有听说有对其做出限制的规定。 

Q5：未来网剧及一线新媒体视频网站的开发计划 

像我之前提到的两个剧《朱雀》和《东宫》，其实网络也

可以出很高的价格用来买剧。网剧和电视剧的定义是以首轮播

出是在网络还是电视上区分，我们的拍摄手法延续电视剧的拍

摄手法，像《东宫》我们有可能把它打造成一个网剧，而不仅

是一个电视剧。 

目前，我们所有网剧洽谈还未采取点击分成的模式，我们

的策略仍然是根据剧的不同采取买断形式销售，因为目前网络

平台数据统计没有第三方评估机构，难以保证制作方的收益。

从保证公司收益的角度来说，尤其在公司的业务链上电视剧对

于公司来说是很稳定的收入贡献的一部分，电影、栏目等公司

是冒更大风险。历史上来看，在 2014 年前的网络销售基本上

是跟乐视进行合作，目前合作的视频网站有迅雷、爱奇艺等一

些大的平台，有定制剧（迅雷）需求的我们也会做。 

Q6：公司在电视剧题材上的选择倾向及题材的制作成本 

就公司电视剧的题材上，并不是公司擅于拍古装剧，实际

上《武媚娘传奇》之前，公司也很少拍古装剧，公司在上市之

前，公司拍摄年代剧（抗日战争、解放前及解放初期）较多，

主要考虑的的是广电总局审批风险是最低的。今年，像《拥抱

星星的月亮》、正在拍摄的《结婚为什么》等现代剧，所以我

认为公司在电视剧题材上还是多方面的去发展。 

Q7：公司各主要业务的发展情况 

首先，栏目确实对公司来说是比较新颖的东西，这是公司

也在尝试的东西。我们对电影、电视剧预期贡献的比例要达到

五五开。电视剧对公司来讲，是公司的主要业务，这一点未来

也不会变，电视剧每年数量会慢慢增长，现在是 6-8个，以后



 

可能会达到 8-12 个，唐德至今制作的电视剧都是盈利的，从

未有过亏损或卖不出去的情况，因为电视剧相对比较稳定、风

险低，一般都是锁定 40%的毛利，但也不会像电影带来爆发性

的增长；公司的核心团队是制作电影出身，公司成立之初做的

也是电影，可以说对电影有一种情结，受限于公司规模较小，

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电影从开始慢慢仅是以参投的形式来

做，但现在电影的剧本在公司的储备并不比电视剧少，这也是

公司未来发展发力的一个点。电影的核心在于其是否有好的故

事，故事是否吸引观众，并不仅仅是看制作投入、明星，公司

计划在 3 年内将电影与电视剧的比例尽量拉到 50%：50%，去

年的比例是失衡的，电视剧的占比太大了，主要原因在于《武

媚娘传奇》的收入都确认在去年，且收入多、金额大。 

针对综艺节目及产品的规划，公司是肯定会做的，我认为

我们综艺题材的概念是非常好的，同时有像成龙大哥这样的人

在里面，也恰是因为有成龙大哥这样影响力大的人在，我们更

需要精雕细琢地去做原创综艺（《筑梦中国 C 计划》暂定明年

上半年播出）。 

Q8：公司目前 IP储备的状况及未来规划 

公司目前有影视改编权的 IP储备有 30多个，大量采购、

囤积 IP 的周期已过，现在已经更多的开始比拼公司的编剧、

制作、运营能力，而在这一点上，唐德一直是比较有优势的。

未来公司将更集中于原创 IP的打造，确保 IP的权利永久地保

留在公司，这样公司才能行使 IP 开发的系列战略。因为对于

非原创 IP 而言，公司一般只具有改编权，拍摄完毕即意味着

结束，公司不具有永久开发权，IP 还可以再销售，价值始终

掌握在原作者的手里。在编剧里面，公司跟余飞老师成立了一

家合资公司来专门打造剧本，进行委托创作，这种模式认为是

更好的。 

目前行业里还没有出现特别强的版权运营公司，好的数量



 

也不多，最主要是鉴别力、资源储备，具备一定价值。 

比如《朱雀》是公司原创的，所有权利都在公司，《东宫》

拥有的是小说影视剧、网剧的改编权。 

Q9：公司海外业务的情况 

公司的核心，首先公司有好的制作团队、策划团队、以及

行业的上游、下游等，一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拓展电视剧的渠道，目前我们的电视剧很多都

是通过代理公司进行海外发行，而好的 IP、剧本主体会吸引

到境外资本、渠道，通过境外主体拓展资源渠道，完成优质内

容的“走出去”、“引进来”，拓展海外布局和平台，逐步尝试

引进海外优质 IP。这也是公司拍摄《绝地逃亡》的初衷。 

Q10：公司对剧本的选择 

对于电视项目，策划团队和制作团队会做委托创作，然后

对故事的人物关系、人物小传等进行打分，这些都是很主观的

判断，因此在技术层面上要根据团队的专业判断。另外，我们

组织公司所有制片人、外部的导演、编剧都成立评估小组（性

别比 5：5），电视剧上观众想要什么来源于电视台，同时评估

小组会对提出一些意见。业内，不止唐德公司，所有的影视剧

制作公司，尤其是在电影上，今年上映的大部分影片除了《烈

日灼心》，其他都含有爱情元素，这是充分考虑了观众的需求，

目前数据分析显示，观影人群集中在 18-35岁，票房贡献点除

了北上广一线城市，现在大多是在三、四线城市，大家走进影

院希望放松，像灰暗、沉重的题材并不卖座，关于创作方面的

在此不做进一步探讨。 

Q11：公司未来会走电影、电视剧及游戏的联动策略吗？ 

首先，之前《武媚娘传奇》的游戏效果不算太好，这一方

面是因为我们在游戏领域确实经验还不足，未来会努力加强，

另一方面，当时做这个游戏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宣传这个剧。

但是，做联动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这并不是消耗 IP，而是围



 

绕优质内容来更加立体、全面的打造 IP。在之前的规划布局

里也提到了，游戏和衍生品我们是放在最后独立来做的，要先

把 IP打造好，再逐步探索。 

Q12：公司跟华录百纳的发展路线的区别 

在刚上市的时候，唐德与华录百纳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以

打造精品内容为公司目的，但唐德的体制相对华录百纳更加灵

活一些。华录百纳基本不做电影，电视剧业务也在下滑，所以

华录百纳在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往体育方面发展。电视剧是唐德

的基础，公司立足于基础并逐步拓展电影等其他业务，稳步成

长、发展。 

Q13：艺人经纪公司与明星工作室之间的协调 

在明星成名之前，经纪公司提取 40%的费用，成名之后比

例会下降。我们的做法，比如跟范冰冰、赵薇的合作，是提取

费用的同时给对方提供一些资源，帮助明星把他们的想法付诸

实际，甚至量身定制的做剧。所有的经纪公司核心价值应在与

能不能打造明星出来，在成为明星之后如何帮助他更好地发展

事业。公司目前也签约了一些年轻演员，会在公司自己的项目

中提供相对应的机会，演员也愿意与有制作能力的经纪公司签

约。年轻演员在不受关注的情况下，即使提供女一、男一的角

色可能也不会引起观众注意，反倒是由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中

年轻艺人较有机会收获关注（比如《武媚娘传奇》中“萧蔷”

的扮演者），在适当的机会，公司也会给公司演员提供女一号、

男一号的角色。好莱坞的演员也都成立有自己的工作室，规律

跟国内大致是一样的，只不过好莱坞协会的设置将资源更加整

合了。 

Q14：电视剧与电影业务的发展 

电视剧是靠剧本、靠制作，电影是更专业化的，包括对剧

本的创作一个是通过 40 小时讲述的故事和一个通过 120 分钟

讲述的故事都是不同的。由于电影的票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比较难预计电影明年的收入，但计划会上映 2-3部。

电视剧业务应该也会有所增长，公司目前的电视剧业务还远未

达到饱和，仍有发展空间，故我们更多的是预期由较为稳定的

电视剧业务来拉动增长。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

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

等情况，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 

（如有） 
 

日期 2015年 12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