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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17-052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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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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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传媒 股票代码 0021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献军 卢昫萤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 号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 号 

电话 020-83569319 020-83569319 

电子信箱 ycm2181@gdgzrb.com ycm2181@gdgzrb.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31,203,123.41 501,794,435.84 498,891,563.69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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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152,269.10 -83,292,933.01 -107,340,547.39 5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791,271.73 -67,914,538.38 -91,962,152.76 7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288,642.13 -209,972,049.33 -209,972,049.33 85.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2 -0.0717 -0.0925 53.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2 -0.0717 -0.0925 5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2.17% -3.03% 1.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588,886,738.33 4,690,007,479.37 4,690,007,479.37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34,380,715.98 3,782,781,464.68 3,782,781,464.68 -1.2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7 年 4 月 17 日，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对于因叶玫等人涉嫌合同诈骗而导致的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

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因 2014 年度、2015 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在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公告的同时进行，所以不

影响 2016 年度的财务数据，但影响到公司之前已对外公告的 2016 年中期财务数据，所以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对 2016 年中期财务报表的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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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传媒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46% 551,070,451    

广州大洋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1% 211,407,711  冻结 14,560,000 

福建省华兴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13% 13,160,454    

叶玫 境内自然人 1.05% 12,170,674 12,170,674 
冻结 12,170,674 

质押 5,530,67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8,277,600    

林联丰（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8% 6,767,940    

欧阳江 境内自然人 0.52% 6,021,033    

上海埃得伟信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0% 4,679,666 4,679,666 

冻结 4,679,666 

质押 71,666 

乔旭东 境内自然人 0.29% 3,342,618 3,342,618 冻结 3,342,617 

李力华 境内自然人 0.27% 3,084,4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1.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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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2. 叶玫、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两者为一致行动人；3. 其他股东之间的关

联关系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李力华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84,484 股，游勤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946,300 股，陈学展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31,105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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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宏观经济形势 

2017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

果：2017年上半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为381,4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

201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稳中向好，呈现增长平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

可持续性增强。 

 

（二）文化产业及传媒行业发展情况 

据CTR媒介智讯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传统媒体广告市场花费同比下降4.1%，市场总体

进入新一轮稳定期。电视广告刊例花费同比下降3.6%，电台广告刊例花费同比增长9.2%，报纸和杂志广告

刊例花费分别同比下降30.5%与23.4%，传统户外广告刊例花费同比下降2.7%，互联网广告刊例花费增长

14.5%。 

 

（三）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在稳固传统业务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全面整合内外资源、

创新经营模式及挖掘业务潜力等方面取得了进展。2017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43,120.31 万

元，同比下降13.57%；营业利润-2,715.51 万元，同比减亏70.6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015.23

万元，同比减亏53.28%。 

 

1. 广告业务：培育新业务增长点，开展全员营销 

报告期内，广报经营广告分公司采取多项举措，大力培育新业务增长点：在组织架构优化方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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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户外广告部、新媒体部及营运部等部门，加大资源投入，推进地铁业务、户外联播业务、新媒体业务以

及以车展为首的各类线下活动营销业务的发展；在营销策略方面，结合各行业的客户特点与市场环境等实

际情况，推出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在完善激励政策方面，粤传媒制定了针对全体员工的“全民营销”奖励制

度，发挥全员积极性，促进业务增长。 

 

2. 发行与物流配送业务：充实发行业务基础，强化物流业务开拓 

报告期内，广报经营销售分公司围绕“责任、协同、专业、升级”的年度工作主题，推进各项工作：在

发行业务方面，在严控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发行投派密度，开拓外接代理发行报刊；在鲜花配送业务

方面，不断加强与“花+”的深度合作，延伸鲜花配送等特种细分业务区域，在“花+”供应商服务质量积分制

的排名中，妥投和投诉综合成绩居全国前列；在物流业务方面，销售分公司加强业务管理流程优化，推动

配送能力提升；在物流新业务拓展方面，采取资源互补的方式，佛山地区启动了与晟邦快递的业务合作，

承接对方的物流件配送，进一步提高了佛山地区的配送业务量。 

 

3. 新媒体业务：跨渠道整体融合资讯服务，全方位提升融媒体报道的效果和传播力 

报告期内，大洋网以跨渠道整体融合资讯服务为核心基础，致力于树立权威媒体资讯的品牌，扩大传

播影响力。在移动互联网经营探索方面，提出IAAS（information as a service，资讯即服务）模式，将资讯

阅读转化为服务应用，强化用户黏性；在全媒体业务升级方面，运用视频、H5与图文相融的多样化呈现方

式，通过统筹网站PC端、广报汇客户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综合运用直播新闻、即时新闻、听新

闻等多种方式推出系列全媒体产品；在政务项目拓展方面，重点做好政务“双微”项目的拓展，加强APP业

务开拓力度，并全面铺开舆情项目；在视频产品服务方面，大力打造“大洋直播”产品，整合视频拍摄设备、

无人机、直播车等资源，集视频图文直播为一体，推广面向发布会、论坛、活动、展会等政务、商业活动

直播服务产品；在多元化广告销售方面，一方面借力媒体平台优势，整合传播资源将线上项目有效落地，

另一方面利用销售节点，找准行业属性，注重线下转化，实现有效异业互联，实现多方共赢。中央网信办

《网络传播》杂志发布的“中国新闻网站被转载指数榜”显示：今年以来，大洋网PC端、移动端排名稳居全

国城市网站前列，大洋网被转载指数连续7个月居全国城市新闻网站第一位，综合传播力指数较去年同期

提升190%。 

 

4. 印刷业务：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成本结构优化，业务开拓成效明显 

报告期内，在资源整合方面，印刷事业部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实现全部报印业务转厂整合，

对印刷成本的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报印业务方面，在保持巩固原有业务优势的基础上，适应市场变化，

调整内部资源，加大外报代印业务开拓力度，新增了多家外报印刷业务；在商印业务方面，在稳固了市场

份额基础上，开拓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加强销售和生产成本的核算管理，优化内部生产流程管理，提升生

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在包装业务方面，稳步进行工艺能力培养，逐步进入市场，已成功开发了多家长期客

户，并将继续调整自身技术和市场定位，致力于新工艺和新市场的开拓。 

 

5. 系列报刊：稳固传统业务，转型拓宽营收渠道，强化新业务布局 

报告期内，制定了分类指导、资本嫁接和制度激励的方针，推动系列报刊的转型升级工作。《美食导

报》菜品研发中心项目正式落地，并与广州寻蜜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通过社会资本参

与，采用混合所有制的办法，设立切实的激励方式，希望以此走出一条新路。 

先锋报业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发行策略，传统的发行和广告业务稳定发展，趋势向好。在新媒体业

务方面，手机购彩业务目前因国家政策问题处于停滞阶段，但网站平台的内容保持更新，并与国家体彩中

心等机构持续开展资讯服务等合作；大赢家实战版平台以大赢家网、大赢家微信公众号为主线，发展垂直

的专家矩阵，创新推出横向24小时覆盖早报，提升用户体验；“两微一端”持续发力，先锋报业旗下的足球

报、篮球先锋报等微信公众号、微博及客户端已成为业界知名的新媒体内容输出机构，除在各渠道完成内

容覆盖外，在广告经营、游戏运营、电商变现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体育产业项目开发方面，体

面平台以足球垂直领域的核心视频直播作为主攻方向，实现了独家球星直播、独家视频录播、独家小视频

等全方位的内容采集、剪辑、传播，成为直播和短视频领域极具亮点的内容IP；聚球迷APP是球迷和俱乐

部之间的桥梁，致力于营造属于中国足球的文化，装机量和日均活跃用户均有快速提升；在资本运作方面，

先锋报业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同步设计未来的资本运作路径。 

报告期内，《老人报》一方面稳固传统媒体业务，实现了广告质量的大幅提升，保持了发行稳定，同

时加快推进稳定度较高、受渠道因素影响较小的机团客户的开拓；另一方面，推进“从读者向用户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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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从媒体向平台转变”，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加快业务转型升级，加强老年旅游、老年电商等老年

市场业务的开拓力度：在旅游业务方面，定制老年专属旅游产品，线下旅游特卖会、社区旅游节、邮轮日

等活动得到市场高度认同；在电商业务方面，乐龄购公司上线一年以来，“放心、省心、安心”的市场定位

已得到市场的初步认同。 

《羊城地铁报》努力挖掘业务创新点，对原有的体验店项目进行了功能升级，通过新技术引进与应用，

增加了“M+”体验店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强化了对客户品牌及产品与目标受众的对接，在前期市场调查时，

客户对店铺的新模式表现了较强的关注度。《舞台与银幕》继2016下半年投资香港经典舞台剧《南海十三

郎》实现转型新开局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剧目的投资洽谈；同时加强与院线合作，开展活跃粉丝及增加

粉丝黏度的线上活动；官方微信“舞台与银幕518”持续稳定运营，通过自身的品牌及信息内容的可读性，实

现微信公众号的会员制优化及微报纸的网上有偿阅读，逐步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广州文摘报》在抓好

内容生产和发行推进等基础性工作的同时，为未来发展积极谋篇布局，寻找转型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进一

步加强媒体融合力度，不断拓宽营收渠道，充分利用媒体自身优势，增加非报收入。《读好书》杂志在原

有业务基础上积极尝试，努力创新，通过刊登优质精华朗读内容，举办、承办“十本好书荐青年”、“云声朗

朗、社区共读”等系列阅读活动，丰富杂志内容，开展全新亲子阅读、社区阅读领域活动、拓宽读者群体；

通过与市委宣传部合作开展“羊城手机学堂”等项目，提升《读好书》的品牌影响力。《新现代画报》以其

高品质的杂志定位，通过积极的营销措施，稳固了卡地亚、GRAFF、劳力士、欧米茄、DIOR、COACH、

人头马等高端一线品牌的广告投放，开辟广告以外第二条盈利渠道亦取得了比较理想的进展，在华南地区

的杂志市场表现突出。《社区报》积极与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开展项目合作，以新媒体为平台，全面铺开

体育活动、社区活动、亲子活动三个业务板块，向策动型媒体公司转型，通过开展“社区报活动基地”的合

作挂牌，增加资源连接。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

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

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

营业外收入 

其他收益：6,783,783.90 

营业外收入：- 6,783,783.9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4月17日，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对于因叶玫等人涉嫌合同诈骗而导致的公司

2014年度、2015年度的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因2014年度、2015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在2016年度财务报告公告的同时进行，所以不影响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但影响到公司之前已对

外公告的2016年中期财务数据，所以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批准，对2016年中期财务报表的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其中对2016年1-6月相关科目的具体

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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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追溯前 追溯后 累积影响数 

应收账款 536,155,495.04  410,204,719.68  -125,950,775.36  

其他应收款 65,316,578.68  62,307,426.21  -3,009,152.47  

其他流动资产 992,603,131.02 1,001,728,895.96 9,125,764.94 

固定资产 689,437,061.63  670,528,472.32  -18,908,589.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27,758.21  13,943,119.90  -6,084,638.31  

应交税费     94,190,192.49      74,621,005.94     -19,569,186.55  

其他应付款 61,959,581.41 248,343,531.07 186,383,949.66 

盈余公积 205,456,404.47  244,910,549.59  39,454,145.12  

未分配利润 1,152,373,076.98  801,276,778.24  -351,096,298.74  

营业收入 501,794,435.84 498,891,563.69 -2,902,872.15 

资产减值损失 5,179,047.00  26,323,789.23  21,144,742.23 

净利润 -84,345,092.00  -108,392,706.38  -24,047,614.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3,292,933.01  -107,340,547.39  -24,047,614.38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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