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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706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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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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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春琳 董事长 出差 蔡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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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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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薇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电话 010-67871609 010-67871609 

电子信箱 ir@shengtongprint.com ir@shengtongpr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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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4,646,592.00 376,573,690.95 3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97,724.82 14,152,300.86 11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065,056.56 3,830,950.96 42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696,692.93 82,947,630.52 -1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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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5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5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2.1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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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1,995,350.42 1,393,184,148.31 5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9,876,974.92 687,199,275.31 1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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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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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 78,255,528 60,011,778 质押 35,669,626 

贾春琳 境内自然人 12.36% 40,054,124 31,054,124 质押 28,500,000 

贾则平 境内自然人 8.93% 28,923,000 0 质押 10,000,000 

周炜 境内自然人 3.65% 11,825,986 11,825,986 质押 4,650,394 

侯景刚 境内自然人 3.57% 11,568,876 11,568,876 质押 4,547,550 

贾子成 境内自然人 3.47% 11,250,000 0   

贾子裕 境内自然人 2.75% 8,920,200 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价值回

报 7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56% 8,302,3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2% 7,199,384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数据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5% 6,007,9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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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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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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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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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执行依托在出版文化领域的行业地位、客户基础和核心资源，打造教育、出版文化综合服务生

态圈的发展战略，完成全资并购乐博教育，并围绕4-12岁儿童客群，相继投资了编程猫、小橙堡等一系列素质教育和亲子消

费项目，实现了公司业务的相关多元化布局和发展。另一方面，深度挖掘内涵增长能力，致力充分利用“出版服务云平台”

在利用移动互联、云计算和工业信息化技术，聚合需求、优化产能，延展服务链条方面的能力，提升出版综合服务实力。公

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实力不断增加。 

2017年1-6月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取得较大幅度增长。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2,464万元，同比增长39.32%；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20万元，同比增长113.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07万元，同比增

长423.76%。 

 

（一）出版综合服务 

1、市场环境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

收入23595.8亿元，较2015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1655.9亿元，增加1939.9亿元，同比增长8.96%。印刷

复制业营业收入达到12711.59亿元，同比增长3.81%。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和消费升级，图书出版及印制的种类与数量呈逐年递增的态势，其中青少年阅读增长显著。2016年，全

国共出版图书50.00万种，同比增长5.1%；总印数90.40亿册，同比增长4.3%。少儿图书出版4.4万种，同比增长19.10%；总印

数7.8亿册（张），同比增长40.00%。2017年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

显示， 2016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5.0%，较2015年提升了3.9个百分点，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8.34

本，较2015年人均7.19本增加了16.0%。 

2、出版综合服务业务稳步增长 

    公司在出版综合服务领域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品牌价值不断彰显，各项指标稳健增长，盈利能力不断提升。2017年1-6

月公司出版综合服务业务营业收入452,952,710.95元，同比增长20.29%。 

3、利用大数据和工业信息化技术，彰显“出版服务云平台”潜力 

    公司的“出版服务云平台”是2016年公司着手推进的项目，目前已经实现运营。它是以出版机构和印刷企业为主要服务对

象，在挖掘和聚合出版机构图书产品印制需求和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统一生产调度和质量监控，进行标

准化生产，满足出版机构的生产需求，有效简化图书生产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目前该项目已经着手全面实

施，不断适应图书产品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的趋势，提高了印刷企业对出版企业的服务能力，对促进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出版服务云平台的建设是以公司在出版服务领域的丰富经验、深厚资源和强大的技术能力为支撑，适应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媒

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极大的巩固了公司在印刷服务业务上的优势，又为公司开辟数据服务、创意设计、供应链服务等新兴业

务增长点，为公司的生产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奠定基石。 

（二）教育培训服务业务 

1、政策导向叠加教育消费升级，继续布局素质教育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未来高考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意见》明确，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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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意见指出，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以及社会实践。 

    2016年9月18日，教育部下发《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左右初

步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和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管理机制，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维护教育公平。 

     2017年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指出逐步在全国推广实

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并探索基于统⼀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与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标志着目前以分数为单一评价指标的局面必然改变。生活水平提高促使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

型向发展型转变，家庭消费不再只为满足刚需，居民消费向着追求品质与个性方向演进，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支付

溢价。素质教育拥有生机盎然的发展前景，公司将坚定持布局素质教育产业。 

2、实现了与乐博教育的有机融合，推动乐博教育稳定发展。 

2016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合计4.3亿元收购北京乐博乐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该收购事项于2017年1

月1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报告期顺利并表。乐博教育专注于国内儿童科技启蒙教育，产品主要为儿童提供机器人的设计、

组装、编程与运行等启蒙服务。其拥有高效的标准化运营和服务体系，是国内素质教育领域实现全国异地规模化扩张的少数

培训机构之一。2017年1-6月份乐博教育实现营业收入7163万元，同比增长14.9%，实现净利润655.4万元，同比增长13.2%，

业绩稳定增长。 

在延续机器人培训的快速拓展的基础上，乐博教育不断研发新品类课程。其中Python，Scratch等课程目前已在北京、

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开立，将逐步铺向全国。新开展的少儿编程业务将让孩子学会熟练地用科技表达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由科技时代的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 

3、围绕4-12岁儿童家庭消费升级，利用资本手段，持续布局素质教育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投资编程猫、小橙堡等素质教育和亲子消费项目。编程猫主要业务系为国内青少年提供在线编程

课程以及图形化编程平台，研发团队成员全部来自海内外重点院校，旨在让中小学生通过游戏化、可视化的方式学习编程思

维和计算思维。目前，编程猫已进入全国1000多所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拥有国内外注册学员近30万人，月活用户8万多人，

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了优质的编程教育资源。小橙堡的主营业务系为2-12岁孩子及亲子家庭提供亲子类文化艺术产品和服

务，现已成为一家拥有覆盖全国剧场网络、面向家庭的亲子文化艺术综合服务提供商，根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统计，小

橙堡在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儿童剧机构票房收入排名第一。 

公司围绕4-12岁儿童家庭消费升级需求，围绕素质教育，积极利用资本工具，不断聚合优秀团队和行业资源，发挥整

合协同效应，将为公司不断增长可持续竞争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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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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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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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以发行股票及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北京乐博乐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股权取得时点为2017年01月

11日，股权取得成本为429,999,961.61元，故公司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栗延秋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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