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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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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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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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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出版 600551 科大创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红 卢逸林、万亚俊 

电话 0551-63533671 0551-63533050、63533053 

传真 0551-63533185 0551-63533185 

电子信箱 zhengquan@press-mart.com luyl@press-mart.com 

 

1.6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393,018,303.70 元，拟以公司 2015 年末总股本 505,825,296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34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18,363,119.26 元（含税）。  

公司 2015 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目前，公司拥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20 家，主营业务包括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期刊传媒、互

联网出版、艺术品经营、影视剧制作、国内外贸易等业务，公司还拥有中国出版业第一家出版传

媒企业跨地区设立获得出版权的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以及全国出版集团首家出版传媒专

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出版传媒业工程硕士培养点。在“互联网+”的环境中，公司紧紧围绕国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夯实主业发展基础的同时，紧抓机遇，创新

转型，牢牢抓住融合发展新方向。2015 年率先组建全国首家跨国少儿文化产业集团并正式运营；

全国首家数字农家书屋项目上线运营；时代教育在线 V2.0、人教数字校园成功接入“安徽省基础

教育资源应用平台”；安徽教育网络出版公司入选“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试点单位和“电

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专题组标准先进单位”；“时光流影”获得 2015 年度数字出版优秀品牌奖和

数字出版创新技术奖两项荣誉；豚宝宝电子课件在全国 15 个省份 2000 多家终端幼儿园成功落地；

博士后工作站成为全国唯一获得“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优秀博士后管理工作者”两项殊

荣的单位。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6,850,517,173.17 6,165,642,175.46 11.11 5,467,407,647.92 

营业收入 6,021,122,848.89 5,363,738,784.11 12.26 4,324,070,402.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3,018,303.70 389,904,514.96 0.80 346,672,996.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1,367,850.13 322,837,904.84 -12.85 279,687,183.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210,423,850.83 3,665,570,841.37 14.86 3,376,661,814.2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7,138,744.59 409,031,477.63 6.87 316,925,465.79 

期末总股本 505,825,296.00 505,825,296.00   505,825,296.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76984 0.770828 0.798603 0.6853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76984 0.770828 0.798603 0.68536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36 11.10 减少0.74个百分

点 

10.69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75,346,181.08 1,364,693,131.00 1,003,506,461.12 2,277,577,07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7,196,476.03 124,449,476.77 56,212,114.79 105,160,23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02,514,287.82 107,903,369.89 46,154,571.20 24,795,62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2,037,588.84 209,267,603.98 49,417,695.46 530,491,033.99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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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5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75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287,240,224 56.79 0 无   国有法人 

中科大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8,116,511 31,483,731 6.2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9,039,400 9,039,400 1.7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添富

移动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848,710 8,848,710 1.75 0 未知   未知 

合肥科聚高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2,409,325 7,569,216 1.50 0 未知   国有法人 

安徽省信息技术 

开发公司 

0 3,113,236 0.62 0 未知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2,850,000 2,850,000 0.56 0 未知   未知 



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 

0 2,443,901 0.48 0 未知   国有法人 

焦雪 2,332,798 2,332,798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新福 2,294,635 2,294,635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各股东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60.21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3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12.26%和 0.8%。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精品力作成果丰硕，转型升级实质进步，继续保持了全

行业领先地位，圆满完成了“十二五”各项任务，为“十三五”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各出版

社在全国同行的排名均稳中有进；推出一批精品图书，10 个项目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9 个项

目获得政府资金资助，《与世界同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纪实》亮相联合国气候大会。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

节。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教育社 100.00 - 

2 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教育网络 - 100.00 

3 安徽红蜻蜓杂志社 红蜻蜓 - 51.00 

4 安徽青苹果杂志社 青苹果 - 100.00 

5 时代迈迈教育出版传媒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迈迈 - 51.00 

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社 100.00 - 

7 安徽科技音像有限公司 科技音像 - 100.00 

8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艺社 100.00 - 

9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儿社 100.00 - 

10 北京时代尚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尚联文化 - 64.00 

11 安徽时代少儿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少儿书店 - 55.00 

12 时代紫荆（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时代紫荆 - 65.00 

13 安徽美术出版社 美术社 100.00 - 

14 合肥优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优优文化 - 100.00 

15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艺品 - 60.00 

16 黄山书社 黄山社 100.00 - 

17 北京云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云景文化 - 51.00 

18 安徽人民出版社 人民社 100.00 - 

19 安徽时代人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时代文化发展 - 100.00 

20 安徽画报社 画报社 100.00 - 



21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新媒体 100.00 - 

22 安徽时代新跨越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新跨越 - 51.00 

23 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漫游 10.00 90.00 

24 安徽铭品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铭品泰 - 51.00 

25 合肥时代漫游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漫游科技 - 70.00 

26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印刷 95.48 1.96 

27 安徽新德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新德印务 - 100.00 

28 安徽新华票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票证 - 100.00 

29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新华印务 - 60.00 

30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杏花印务 - 51.00 

31 安徽新华印刷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华技服 - 100.00 

32 合肥华丰印务有限公司 华丰印务 - 55.00 

33 安徽时代出版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发行 100.00 - 

34 安徽时代可一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可一 - 50.00 

3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华文书局 100.00 - 

36 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创新科技 100.00 - 

37 安徽时代创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新物业 - 100.00 

38 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中科中佳 - 75.00 

39 安徽时代中佳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佳科贸 - 51.00 

40 安徽时代聚能技术有限公司 时代聚能 - 65.00 

41 安徽时代辐化有限公司 时代辐化 - 100.00 

42 安徽唐科贸易有限公司 唐科贸易 - 100.00 

43 安徽时代文化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创业园 - 100.00 

44 时代出版传媒投资研发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研发中心 72.60 - 

45 上海市中科大进修学院 上海进修学院 - 100.00 

46 上海大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科物业 - 51.00 

47 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时代国际 100.00 - 

48 合肥时代教育职业培训学校 职业培训学校 100.00 - 

49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印刷物资 100.00 - 

50 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物资 - 80.00 

51 安徽旭日光盘有限公司 旭日光盘 96.00 4.00 

52 安徽时代雅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雅视影视 72.73 - 

53 合肥时代教育培训学校 教育培训学校 100.00 - 

注：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①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时代少儿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少儿书店 投资设立 

2 时代紫荆（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时代紫荆 投资设立 

②本期无减少子公司。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民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