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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建军 独立董事 出差 高成刚 

公司负责人栗延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正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菊

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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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9,209,279.63 153,357,651.32 1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3,867.36 851,505.90 11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3,464.19 -1,002,067.63 13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99,021.64 16,993,740.84 1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5 0.0065 1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5 0.0065 10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14%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57,274,674.01 1,237,098,891.64 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8,336,783.76 649,167,116.40 -0.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74,311.8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01,822.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446.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6,554.76  

合计 1,690,403.1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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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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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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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栗延秋 境内自然人 27.03% 36,487,500 27,365,625 质押 9,960,000 

贾春琳 境内自然人 13.33% 18,000,000 13,500,000 质押 8,500,000 

贾则平 境内自然人 10.71% 14,461,500  质押 5,439,095 

贾子成 境内自然人 4.17% 5,625,000    

兴证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22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有法人 3.37% 4,551,802    

贾子裕 境内自然人 3.30% 4,460,100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

浦江之星 177 号

集合资金信托 

国有法人 2.44% 3,290,891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融

通新区域新经济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2,248,014    

中国农业银行－

大成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国有法人 1.48% 1,999,263    

融通资本财富－

兴业银行－铭典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1,726,21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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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则平 14,4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61,500 

栗延秋 9,121,875 人民币普通股 9,121,875 

贾子成 5,6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25,000 

兴证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 2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51,802 人民币普通股 4,551,802 

贾春琳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贾子裕 4,4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4,460,1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

浦江之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托 
3,290,891 人民币普通股 3,290,89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

通新区域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248,014 人民币普通股 2,248,014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999,263 人民币普通股 1,999,263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铭典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726,219 人民币普通股 1,726,2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栗延秋与贾子裕、贾子成为母子关系，贾则平与贾春琳为父

子关系。除此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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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了300万元，相比增加40.68%，主要原因是预付固定资产投资款项的增加； 

2、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了45万元，相比下降42.37%，主要原因是预付房租的摊销； 

3、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比期初减少了8560万元，相比下降99.76%，主要原因是位于上海金山绿色印刷示范园项目投入使用

转固所致； 

4、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比期初增加了228万元，相比增加157.13%，主要原因是工厂装修所致； 

5、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3724万元，相比减少64.31%，主要原因是预付工程款相关工程投入转固使用； 

6、报告期内，预收款项比期初减少了463万元，相比减少38.49%，主要原因是以预收款结算方式的订单本期结转所致； 

7、报告期内，应付股利比期初增加405万，相比增加100%，主要原因是计提15年度股利所致； 

8、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比期初增加42万元，相比增加57.45%，主要原因是增值税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18万元，相比增加1761%，主要原因是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10、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6万元，相比增加109.35%，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1、报告期内，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97万元，相比增加115.54%，主要原因图书类产品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稳定增长,报告

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增加； 

12、报告期内，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477万元，相比增加64.34%，主要原因是交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13、报告期内，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844万元，相比增加48.25%，主要原因是票据保证金分类

所致； 

14、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比上年同期减少3411万元，相比减少69.79%，主要原因是支付工程款减少； 

15、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4056万元，相比减少149.36%，主要原因是偿还银行贷款增加

及票据保证金分类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于2016年1月2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并于2016年1月27日

开市起停牌，于2016年2月3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6），公布了公司与重大事项相

关各方进行商谈的情况； 

 

2、2016年2月16日，公司确认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6008）；于2016年2月2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于2016年2月26日发布了《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于2016年3月4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二）》（公

告编号：2016013）；于2016年3月1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三）》（公告编号：2016014）；于2016年3月19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四）》（公告编号：2016020）；于2016年3月25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五）》

（公告编号：2016022）；于2016年4月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六）》（公告编号：2016023）；于2016年4月9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七）》（公告编号：2016025）；于2016年4月18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八）》

（公告编号：2016031）；于2016年4月2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九）》（公告编号：2016032）；上述公告每

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并对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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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年12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北京华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益鸿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

投资设立深圳华控盛通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发布了《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7）。2016年3月14日，产业并购基金已完成工商登记

手续，并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发布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暨关联交易工商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筹划重大事项 2016 年 01 月 26 日 

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06）；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6 年 02 月 16 日 

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8）、《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9）、《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10)、《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

2016013）；《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三）》（公告编号：2016014）、《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四）》（公告编号：2016020）、《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五）》（公告编号：2016022）、《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六）》

（公告编号：2016023）、《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七）》（公告编号：

2016025）、《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八）》（公告编号：2016031）、《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九）》（公告编号：2016032）。 

并购基金完成工商登记 2016 年 03 月 17 日 
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

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工商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作为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栗延秋、贾春

琳 

股份限售

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2011 年 07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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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大股东

贾春琳先生 

股份增持

承诺 

未来将通过集中

竞价、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等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09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241.18 至 1,489.42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41.1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出版物印刷由期刊印刷向图书方向的转变不断推进，销售订单中图书

产品不断增加，弥补了近年来期刊市场下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同时，

内部管理升级的促进，在运营效率、成本控制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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