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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825                                    公司简称：新华传媒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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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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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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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传媒 600825 华联超市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榕 徐峥嵘 

电话 021-60376284 

办公地址 上海市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楼8层 

电子信箱 xhcm600825@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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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9,275,080.03 3,948,931,216.32 -0.75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611,495,176.33 2,589,858,260.84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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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14,195.33 58,517,821.76 -36.06 

营业收入 667,497,956.02 719,761,018.19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334,960.19 25,858,796.17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541,940.61 -7,207,051.4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2 1.01 减少0.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2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2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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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2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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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00 292,533,681 0 无  

上海报业集团 国家 23.49 245,486,319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59 16,640,189 0 无  

袁理 
境 内 自 然

人 
1.51 15,815,000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1.40 14,603,000 0 无  

上海中润广告有限公司（参

与融资融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97 10,12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9,732,313 0 无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8,286,480 0 无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汯中国价值私募投资基

金（参与融资融券） 

其他 0.50 5,209,741 0 无  

沈宇清 
境 内 自 然

人 
0.45 4,750,0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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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报业集团存在关联关系且

为一致行动人。此外，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

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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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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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749.80 万元，同比减少 7.26%，利润总额

2,454.23万元，同比减少 13.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33.50 万元，

同比减少 17.49%。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91,927.5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61,149.52 万元。 

 

2、上半年经营情况总结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夯实业务基础、推进重点项目、谋划战略转型”的年

度战略部署，全面开展各项工作，着力提升业务内涵、优化业态结构、推进转型

发展。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⑴图书发行 

公司围绕“新华书店建店 80 周年”主题，努力夯实业务基础，打造商业运

作能力，着力升级文化空间业态，增强线下体验，依托品牌资源进行深度改造、

积极创新，从而更好地满足日益多元的消费趋势和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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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一系列“新华书店建店 80周年”主题活动。于 4月 23 日“世界读

书日”举办“我为阅读代言”全民阅读活动推广大使交流会，同步首发《中国新

华书店发展大系（上海卷）》；面向广大读者，推出“新华阅读嘉年华”、“名家

名作进校园”等系列数百场活动，结合“新华情缘”征文、“最美新华书店”评

选、“新华•知本读书会”、“新华之光”图片展、“发现新华”城市定向赛等，

积极推动全民阅读风潮，营造书香文化的社会氛围。 

“全国新书发布厅”运作日臻成熟。公司打造的“全国新书发布厅”，是上

海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新书发布活动品牌，立足于让优秀出版物从影响上海进而

影响全国。自 2016年 3月亮相至今，积极整合推广全国各出版机构的优质作品，

坚持每周办一场发布会，一年多来已举办 68 场。“发布厅”始终坚守文化价值

引领，深入发掘精品阅读、体验阅读理念，已成为大批读者买新书、见作家的第

一选择。 

按照整体门店规划思路，继续调整优化现有书店网点。在收缩关闭部分经营

业绩不佳门店的同时，积极推进日月光广场店等一批新门店的入驻开业，并对位

于港汇恒隆、万达广场等核心商圈地标的一批门店启动续租设计、改造升级工作。 

创设自营咖啡品牌，试水“书籍＋咖啡”经营模式。新华书店莘庄店、上海

书城长宁店相继推出“X.H咖啡”和“聿曰咖啡”品牌。通过这一自营新业态的

探索，将进一步细化锤炼商业运作、资源整合等方面能力，吸引更多读者走进来、

留下来。 

启动上海书城改造升级整体设计，拟于 2017 年年底完成方案设计。改造后

的新上海书城，将更好彰显“世界眼光、行业高点、上海特色”的整体风格，融

合全媒体出版物形态，实现读者全渠道消费，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空间样

板。 

直面新变化、新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教材发行工作。2017 年上半年，春季

教材销售同比增长逾 2,000万元。根据上海市教委针对秋季教材中将调整使用人

教版语文一年级课本的相关要求，公司已联合业内知名技术提供商推进 APP客户

端的合作开发。公司还自主开发了大学教材在线征订平台。 

馆配业务深挖资源，积极开拓了上海开放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海

洋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增量业务，取得约 750万元的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馆配累计中标项目 45个，与上年同期相比新增客户 21家，较好支撑

了图书业务的整体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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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图书销售规模取得突破性增长。公司依托于“新华一城书集”品牌，充

分利用数据挖掘等手段，紧贴市场热点，围绕品种数量和价格优势下功夫，上半

年网上销售突破 1,2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750 万元。同时，公司正着手开发“新

华一城书集”APP、书香会员服务等系统，打造完善信息推送、数据分析、移动

支付等功能，将构建以读者为中心的全渠道阅读服务体系。 

新华传媒 CNONIX 发行体系应用示范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此项目系国家级标

准示范应用项目和 2015 年度国家文化产业扶持资金项目。今年 4 月，项目顺利

通过验收。公司将及时总结、上报项目的建设成果，进一步修订完善工程标准，

积极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为推进此项国家标准在行业应用做出努力。 

⑵报刊经营 

报告期内，国内平面广告市场继续萎缩，面对日益严峻的经营态势，公司旗

下各报刊经营单位积极发掘业务增量，寻求转型突围。 

中润解放在平面广告整体环境严峻，各广告品类多线下跌的局面下，努力坚

守市场阵地，制订了“无节造节，策划先行”的活动营销策略，加强版面与活动

的协同联合，从而开拓增量业务。报告期内，借助上海车展、体育赛事等事件契

机，抓住汽车、奢侈品等重点广告品类营销造势，有力支撑了上半年的经营基本

面。 

申报传媒团队积极转变经营思路，淡化平面广告单一模式，强化一体化整合

营销理念，推出“闻香读报”薰衣草特刊等一批立体营销产品，取得较好成效。

积极发展旗下新媒体矩阵，其中，短视频公号“申 V”陆续开拍“食日谈”、“晴

听她说”等一批精致视频短片，吸引多家广告客户签约。线下文创品牌“申活

馆”至今年 6月已成立五周年，以书店为核心，集咖啡、餐饮和原创设计品的多

元文化空间模式已取得一定发展规模，报告期内新增运营连卡佛店、东方商厦

“快闪店”，并携手电视主播“小荷姐姐”共同推出亲子互动空间品牌“哟荷”。 

教育传媒全面推进报刊出版、品牌活动、教育服务三大业务线。继续拓展版

权输出业务，在与沈阳报业集团延续内容版权合作的基础上，新增与山西《英语

周报》达成版权合作意向；搭建“赛事+培训”运营平台，通过举办“未来传媒

之星”等赛事活动，吸引约 150所学校近万名学生参加；启动数字化版权业务合

作项目，通过报纸内容版权销售，与合作方联合开发数字化产品，已完成架构搭

建，官网、APP、微信三大数字化工具均已上线测试。 

⑶文化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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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业务板块积极稳健应对上半年来自政策、市场的诸多变化，加快存量房

产销售业务的去化，及时回笼资金。 

⑷电子商务 

报告期内，新华电商所持“预付卡发行与受理”支付牌照成功续展新一期 5

年有效期至 2022年 6月。注册成立 B2C线上销售业务主体，并上线电商平台“新

华一城网”（www.001town.com），入驻丰富商品取得良好反响，并已搭载进入一

批企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平台。报告期内，公司精心设计并与百货商业中心联名推

出“新世界大丸百货联名卡”等创新卡种，目前这一联名卡模式已推广至置地广

场、浦东商场等商业中心，获得商户和消费者好评，进一步扩大了新华一城卡的

品牌影响力。 

⑸产业投资 

公司已参投四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分别为上海文化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苏州工业园区八二五新媒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825 基

金Ⅱ期和瑞力文化基金，借助基金市场化途径，积极投资配置优质文化产业项目。 

公司 2016年参投的企业中译语通已于 2017 年 6月启动股份制改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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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经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与企业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

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同时，企业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净资产、2017 年 1-6 月及以前年度

损益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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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