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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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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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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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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2017年8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半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3,145,756.60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32,306,987.09元，拟以公司2017

年6月30日总股本505,825,2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39元（含税），共计分

配现金股利120,892,245.74元（含税）。 

公司2017年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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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51-63533050 0551-63533679、63533053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时代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时代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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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568,762,881.33 6,547,589,782.57 1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60,572,741.45 4,217,888,197.88 19.9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1,943,124.12 -298,670,891.7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536,195,523.36 3,219,607,177.93 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3,145,756.60 234,737,997.57 -3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2,116,889.90 206,434,569.19 -3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1 5.47 减少2.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28 0.46407 -34.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28 0.46407 -34.7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3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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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6.79 287,240,224 0 无   

中科大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32 26,899,106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9 9,039,400 0 未知   

合肥科聚高技术 国有法人 1.45 7,319,216 0 未知   



有限责任公司 

崔亚娜 

 

境内自然

人 

1.41 7,156,384 0 未知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89 4,480,635 0 未知   

陈新福 境内自然

人 

0.64 3,213,797 0 未知   

安徽省信息技术 

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0.62 3,113,236 0 未知   

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 

国有法人 0.48 2,443,901 0 未知   

焦雪 

 

境内自然

人 

0.47 2,376,39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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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上半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35.36 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53 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 9.83%和下降 34.76%。 

报告期内，公司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融合发展为方向，以“外联内合、转型升级”为主线，

以经营模式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为突破口，在资源整合、产品延伸、产业融合、管理创新、资本

运作等方面创新求变，各项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具体表现在： 

1.做精做强出版主业，以精品力作攀登出版高峰 

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出版主业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着力突破精品开发瓶颈，进

一步整合资源，精准策划一批高水准、与时俱进、出新出彩的出版项目，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冲

刺文化出版新高峰。公司深入推进重大出版工程和重点出版项目建设，大力抢登以冲击国家三大

奖为标志、全行业广泛关注的行业影响力高峰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徽州刻书史长编》等 13 种出版物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总量

居全国出版集团第 3 位，在出版主业上市公司中位居第一，也是唯一一家所属出版单位全部摘得



奖项的出版上市公司；公司《昆曲艺术大典》等 7 种出版物、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及两位优秀

人才共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十项奖项，获奖总数位居全国出版集团前五、出版上市公司前

三，是全国唯一同时荣获图书奖、先进出版单位奖、优秀人物奖和优秀编辑奖的地方出版企业，

上述国家级奖项的获得，有力展示了公司精品出版的高质量、编辑人才的高水平、改革创新的高

起点，进一步彰显了公司出版主业在全国的挺拔地位。 

公司加大发力一般图书市场，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升。公司聚焦当前文化热点、潮流与趋势，

深入研究，精准把握，抢占以现象级畅销书为标志的市场高峰，加大资源开拓，强化策划制作与

原创能力，突出主攻板块，提升专业特色与竞争优势，抢占细分市场，畅销书市场影响力显著提

升，《尤莉亚的日记》《面包男孩》《中国通史》等数十种精品图书入选各类阅读书目，以及“中国

好书榜”、推荐榜等各级各类奖项，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国家级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落户，融合发展能力进一步彰显 

报告期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 家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落户公司，公司牵头的“基于

语义的动态数字出版服务系统研发与应用示范项目”全票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并通过

项目材料最终审核，成为首家牵头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并获得科技部验收通过的出版企业。

公司将以“教育资源动态数字出版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全面整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

后工作站、新媒体联盟等创新平台的研发力量，加强产学研合作，打造业务多元、体系层次分明

的研发体系，统合人才、项目、机构、产品等要素，真正实现文化与科技在产业层面的融合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数字教育快速发展，所属安徽教育网络公司自主研发的互动教学的电子书包

教学系统在芜湖、宣城等地成功落地；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型教辅出版模式”，目前已推

出数字化教辅出版物超过 200 种，关联试题超过 10000 道。安徽少儿出版社建设幼儿园教师指导

用书配套课件平台，为幼儿园师生提供配套教材电子课件服务，真正做到课堂内外多媒体一体化

教学。公司所属时光流影公司举办线上活动近百场，线下活动 20 余场，各项推广工作稳步推进。

公司自建“时代商城”销售平台销售收入大幅提升，所属各出版社第三方平台旗舰店的网络销售也

持续增长。 

3.切实加强业务板块建设，产业整合扎实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少儿国际公司积极开拓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吸引大量国际文化资源开展

合作；黄山书社与教育部门联合打造弘扬国学教育的文化阵地，加强以国学为主的系列化教材教

辅研发，以文化主题、互动及体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徽文化；时代艺品公司正在搭建第

三方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及拍卖典当和电商平台，通过开设具有政府审批资质的文化艺术品交易

中心，进行相关艺术品及收藏品的线上交易；新华印刷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主办的 2016 年年会暨

绿色印刷表扬大会上成为全国首批荣获“推进绿色印刷标兵企业”称号企业。 

公司将进一步整合内外资源，通过外联内合和资本运作，抓资源内合、渠道内合、经验内合、

人才内合，拓展业务版图，抢占发展制高点，培育和打造若干个出版传媒子集团，不断增强盈利

能力。 

4.资本运作卓有成效，进一步加大产业延伸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资本杠杆作用，实现资本与资源、资本与市场、资本与创新、资本

与产业的有效嫁接。公司所属时代少儿收购北京径成英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1%股权事项已经

完成，时代少儿在教育培训板块的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公司正在推进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名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未来将深入探索出版业态运营规律、市场规律，构建

出版传媒融合发展生态圈，培育全媒体产业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1,441.12 万元。公司参股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申报材

料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在资本市场上迈入了新的阶段。 

5.加强创新举措，完善落实企业从严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以业务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深化内部运营机制改革，优化企业组织架构

和业务流程。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薪酬机制改革力度，建立体现岗位绩效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

持续增强企业内部活力。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和服务效能。公司强化管理部门建设，深化公司内

设机构改革，对本部部门定编定岗定责，强化管理指导、咨询服务、引领发展职能。提升管理信

息化水平，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2017 年是公司“创新发展年”，公司设立“创新奖”和“创新基金”，进一步弘扬创新闯新精

神，勇于改革体制机制，着力在传统产业上取得新突破，在新媒体新业态上取得新进展，在“走



出去”上找到新路径，在营销发行上寻求新手段，在企业管理上实现新跨越。从经营方式、手段、

管理机制、投资选项、人才引进和培养、企业文化等方面着手，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突破传

统的束缚，在出版新业态、新方向上积极探索，坚决尝试，以“破”带“立”，在稳定发展既有业

态、提高产品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外联内合，守正出新，推动出版业态的管理、运营、激励、分配、

人才使用等领域深入改革，力争走出一条新型有效的发展促进机制，不断拓展产业深度和广度。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民 

日期：2017年 8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