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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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钿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列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俊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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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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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891,334.34 1,910,153,019.01 1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268,847.10 78,846,045.46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982,821.20 76,912,243.55 -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14,185.76 -489,208,294.87 10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1.5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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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7,646,310.60 10,031,206,616.49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92,050,794.84 5,014,017,086.9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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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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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9,913.47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7,612.64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9,049.32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6,647.73 - 

合计 3,286,02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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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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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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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0% 266,775,961 - 质押 64,350,000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

MATTHEWS ASIA FUNDS

（US） 

境外法人 3.80% 66,324,441 - - - 

陈钿隆 境内自然人 2.03% 35,392,882 26,544,661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2.00% 34,810,200 -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

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4% 33,897,809 -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

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6% 32,429,124 - - - 

丁邦清 境内自然人 1.84% 32,075,923 17,656,521 - -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1.73% 30,168,925 - - -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23,932,253 - - - 

深圳前海君盛紫石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21,443,29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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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6,775,961 人民币普通股 266,775,961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MATTHEWS 

ASIA FUNDS（US） 
66,324,441 人民币普通股 66,324,44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34,81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10,2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897,809 人民币普通股 33,897,80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429,124 人民币普通股 32,429,12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30,168,925 人民币普通股 30,16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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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932,253 人民币普通股 23,932,253 

深圳前海君盛紫石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1,443,299 人民币普通股 21,443,299 

兴瀚资产－兴业银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1,443,298 人民币普通股 21,443,29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证资管－平安人寿委托投资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7,045,679 人民币普通股 17,045,6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前海君盛紫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21,443,29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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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幅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24,760,517.11 1,193,188,401.89 -30.88% 主要系公司支付媒体广告款所致。 

应收票据 132,633,946.70 317,622,871.77 -58.24% 主要系公司应收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预付账款 1,332,898,764.89 889,692,794.20 49.82% 主要系预付广告媒体款所致。 

应付票据 26,453,822.34 16,240,398.44 62.89% 
主要系公司用于结算媒体广告款的银

行承兑汇票尚未到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619,528.22 69,724,815.94 -68.99% 
主要系公司发放上年度年末计提的员

工绩效奖金所致。 

应付利息 1,975,473.15 11,784,429.43 -83.24% 主要系公司支付计提的融资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17,669,928.44 7,652,120.16 130.92% 
主要系子公司分红尚未支付给少数股

东股利。 

其他流动负债 36,026,307.29 372,455,430.87 -90.33% 主要系公司兑付了到期的超短融所致。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665,304.30 2,031,041.63 -132.76% 
主要系公司应收款项减少，按照公司统

一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2,159,758.46 4,900,249.88 148.15% 

主要一是合营联营企业本季度实现的

净利润；二是为了提高闲置资金收益率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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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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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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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祝卫东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按

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

行回购的股份除外）。若

祝卫东出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则锁定期

满后每年转让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不能超过其持

股总数的 25% 

2015 年 01 月

15 日 

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内 

严格执行中 

祝卫东 - 

经本次交易各方一致确

认，本次交易的补偿期为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若无法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本次交易，

则盈利补偿期相应顺延

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交易对方对于目标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作出如下承诺：目

标公司于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5,720 万元、6,500

万元、7,500 万元、8,400

万元。省广股份在上述四

个年度每年会计年度结

束时，聘请具有相关证券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上市公司和标的公

司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

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公司当年实现的税后

净利润数与同期承诺数

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

核意见。另外，根据《祝

卫东关于盈利补偿的承

2013 年 11 月

20 日 

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严格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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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函》，若无法于 2014

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本

次交易（以目标公司股权

过户至省广股份名下为

准），则祝卫东承诺盈利

补偿期相应顺延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并对目标公司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出

如下承诺：目标公司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6,500 万元、7,500 万元、

8,400 万元、8,400 万元。

在盈利补偿期内，目标公

司任意一年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数低于对应年度的承诺

净利润数，交易对方中第

一顺位业绩补偿责任人

将优先以股份进行补偿，

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

方式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如第一顺位业绩补偿责

任人根据本次交易所获

全部对价仍不足以补偿，

由第二顺位业绩补偿责

任人以本次交易取得的

对价为限按照交易前持

有标的资产的相对股权

比例各自承担补偿责任，

补偿方式以股份补偿为

优先，不足部分以现金补

偿。 

祝卫东 - 

祝卫东出具了《祝卫东与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承诺：1、本人

目前经营的广告业务均

2013 年 11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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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雅润文化（包括其

子公司，下同）进行的，

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

他经营主体或以自然人

名义直接从事与省广股

份及雅润文化现有业务

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也没

有在与省广股份或雅润

文化存在相同或类似主

营业务的任何经营实体

中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

的顾问，或有其它任何与

省广股份或雅润文化存

在同业竞争的情形。2、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在职

期间及从省广股份、雅润

文化离职后两年内，本人

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

任何与省广股份、雅润文

化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且不谋求拥有与

省广股份、雅润文化存在

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

体的权益；不在同省广股

份或雅润文化存在相同

或者类似业务的任何经

营实体中任职或者担任

任何形式的顾问；不以省

广股份或雅润文化以外

的名义为省广股份或雅

润文化现有客户提供品

牌规划、广告策划、创意

设计、媒介代理投放、促

销与公关活动、企业形象

等服务；避免产生任何同

业竞争情形。3、若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省广股份

或雅润文化造成损失的，

本人取得的经营利润归

省广股份所有，并赔偿省

广股份或雅润文化所受

到的一切损失。祝卫东出

具了《祝卫东关于规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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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 1、本人将按照《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省广

股份、雅润文化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利；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本

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

务。2、本人将避免一切

非法占用省广股份、雅润

文化的资金、资产的行

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

求省广股份及雅润文化

向本人及本人投资或控

制的其他法人提供任何

形式的担保。3、本人将

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

雅润文化及其子公司的

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

法程序，按照雅润文化公

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省广股

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4、若未履行本承诺

函所作的承诺而给省广

股份或雅润文化造成的

一切损失，本人愿意承担

赔偿责任。本承诺自本人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及在

省广股份或雅润文化任

职期间均持续有效且不

可变更或撤销。 

信达股权投资（天

津）有限公司、上

虞大通投资有限公

司、孙俊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按

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

2015 年 01 月

15 日 

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内 

严格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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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购的股份除外）。前

述锁定期届满之时，若因

雅润文化未能达成交易

对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

下约定的业绩目标而致

交易对方需向上市公司

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

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

行完毕的，锁定期需延长

至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

毕方可予以解禁相关转

让方所持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戴书华

（已离职）、陈钿

隆、丁邦清（已离

职）、康安卓（已离

职）、李崇宇（已离

职）、郝建平（已离

职）、夏跃、何滨、

沙宗义（已离职）；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前

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在上

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

份的 25%；在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发行前其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 年 05 月

06 日 

自本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

月内；在任期

间 

严格执行中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广东

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

司（现更名为广东省广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1、本公司以及本

公司之全资、控股企业没

有从事与省广股份目前

的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

争关系的业务。2、本公

司及本公司之全资、控股

企业今后均不从事或投

资与省广股份的经营业

务构成直接竞争关系的

业务。3、如因本公司违

2010 年 05 月

0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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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承诺函中所作出的

承诺，本公司将立即停止

违反承诺之行为并赔偿

省广股份的全部损失。" 

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核

心技术人员的自然

人股东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

员的自然人股东出具《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

诺："1、本人目前没有投

资于与省广股份目前的

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2、本人今

后不投资与省广股份的

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3、如因本

人违反本承诺函中所作

出的承诺，本人将立即停

止违反承诺之行为并赔

偿省广股份的全部损失。

" 

2010 年 05 月

0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执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

依本计划行使股票期权

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

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 

2015 年 06 月

01 日 

自作出承诺

时至承诺履

行完毕 

已履行完毕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

依本计划行使股票期权

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

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 

2016 年 03 月

31 日 

自作出承诺

时至承诺履

行完毕 

已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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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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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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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5% 至 -35%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8,541.80 至 12,338.15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8,981.7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部分子公司经营业绩同比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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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提供书面文件。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提供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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