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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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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已有详细说明，敬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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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61,058,17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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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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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广告业务、新媒体业务、发行物流及电商业务、印刷业务、报刊

经营业务及持续布局的各类新业务等。 

1. 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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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广告业务包括平面媒体广告、互联网广告、户外广告等类型的广告业务。《广州日报》的广告

业务由公司之子公司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公司的平面媒体广告业务在业内具有传统优势

地位。在互联网广告业务方面，公司深度挖掘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互补价值，通过多种方式与国内优秀的

互联网广告企业实现多层面的合作，不断推进技术、资源和营销渠道的有效整合。经过不断探索，公司广

告经营模式正从单一的报纸广告自营模式，转向“自营+代理”并重，重点代理户外广告、数字营销渠道，

组合形成全案营销阵地，更好地服务用户，提升品牌价值。 

2. 新媒体业务 

公司以大洋网为新媒体发展的先锋，在新媒体区域资讯服务、报网互动融合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新

媒体业务涵盖门户网站——大洋网、多媒体数字报纸、广州日报3G门户、手机大洋网、数字电视报纸、移

动阅读本及手机客户端软件等产品，上述产品共同组成了粤传媒的新媒体产品矩阵，公司媒体移动化、数

字化发展规划已初现成效。 

3. 发行物流及电商业务 

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主要为广报系的《广州日报》《老人报》《广州文摘报》等报

刊以及非广报系其他多种报纸期刊提供发行服务。通过采取多渠道发行的模式，已形成高覆盖率、高效率、

高妥投率的发行网络。公司投资入股广州万之象物流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张线下门店布点，完善公司物流

服务网络。公司充分利用发行物流网络优势，发展“最后一公里”配送、大宗商品货运、“宅之便”连锁及电

商销售等业务。一方面，通过多种合作方式与多家知名电商开展物流配送业务；另一方面，借助强大的发

行网络优势和客户渠道优势，加快电商行业布局，开拓移动电商的巨大市场。 

4. 印刷业务 

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以承印《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报纸为主，拥有从德国和

瑞士引进的7条世界一流水平的报纸印刷设备以及配套的一系列辅助生产系统，已实现报纸生产流程全过

程的自动化，在生产设备配置上已跨入世界报业的先进行列，最大印刷能力达到654万对开张/小时，报纸

印刷能力已连续10多年保持全国第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印刷厂之一。在全国前十大报纸媒体印厂中，广

报经营印务分公司是全国印量最大的报纸媒体印厂，其报纸印刷能力持续多年蝉联全国首位。广东广州日

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主营报纸印刷和书刊、广告等商业印刷业务，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分别纳入书刊印刷全国、广东省定点企业，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商标印刷企

业，也是国内集报纸印刷与商业印刷于一体的大规模综合印刷企业之一，已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

系及FSC认证。 

5. 报刊经营业务 

公司从事《足球》《篮球先锋报》《广州文摘报》《老人报》《新现代画报》《羊城地铁报》《读好

书》《舞台与银幕》《美食导报》等一系列资讯、娱乐、文化、生活类报刊的经营业务。例如，以先锋报

业为核心，发展体育服务业，根据国家政策的指导，适时推进云彩项目的发展；强化专业体育领域优势，

拓展群众体育领域基础业务和新产品。以《老人报》为核心，发展中老年生活服务业务，创办《健康参考》，

组建中老年生活电商平台“乐龄购”。以《广州文摘报》为基础，拓展老年培训产业。发挥《美食导报》专

业美食媒体作用，打造菜品研发平台，构建农餐对接体系。 

6. 文化产业投资 

公司在文化传媒及相关产业领域积极寻找团队优秀、发展可期的投资项目。通过多种资本运作方式为

公司积累有助于实现公司多元化战略部署和传媒产业链布局的投资项目资源。公司发起设立的上海德粤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专注于投资文化传媒新兴领域和创新服务领域的相关企业，围绕公司既定的

战略发展方向，致力于推进公司战略转型。 
 

(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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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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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893,970,223.99 1,020,829,592.72 -12.43% 1,285,851,62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551,166.64 189,536,703.07 -61.72% -53,909,96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710,511.80 -160,207,519.47 158.49% -36,795,16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74,516.66 349,876,302.06 -104.71% 79,237,59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5 0.1632 -61.70% -0.04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5 0.1632 -61.70% -0.0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5.14% -3.26% -1.4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305,027,047.89 4,690,007,479.37 -8.21% 4,370,012,72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17,280,601.15 3,782,781,464.68 3.56% 3,592,983,502.07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4,285,946.39 236,917,177.02 224,866,359.79 237,900,74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89,935.93 -20,062,333.17 -5,115,154.76 127,818,59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553,344.78 762,073.05 1,737,401.82 116,764,38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71,150.08 21,382,507.95 -134,109,045.95 148,923,171.4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 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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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45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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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4% 553,075,671 0   

广州大洋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1% 211,407,711 0 冻结 14,560,000 

福建省华兴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74% 20,190,132 0   

叶玫 境内自然人 1.05% 12,170,674 12,170,674 
质押 5,530,674 

冻结 12,170,674 

林联丰（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9,531,8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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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8,277,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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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71,666 

冻结 4,679,666 

凌健 境内自然人 0.29% 3,403,6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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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23% 2,7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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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李力华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23,677 股，刘淑

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36,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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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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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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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宏观经济形势 

201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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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据初步核

算，2017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 

 

2. 文化传媒行业发展情况 

国家统计局于2018年1月31日发布文化产业相关数据：2017年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5.5万家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1,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增速提高3.3个百分点，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

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7,990亿元，增长34.6%；文化艺术服务业434亿元，增长17.1%；文化休闲娱

乐服务业1,545亿元，增长14.7%；文化用品的生产33,665亿元，增长11.4%。 

据CTR媒介智讯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度中国广告市场刊例收入在两年连降之后增长4.3%，传统广告

刊例收入同比增长0.2%，电视广告刊例收入同比增长1.7%，广播广告刊例收入同比增长6.9%，报纸与杂志

广告刊例收入分别同比下降32.5%与18.9%，传统户外广告刊例花费同比下降1.0%，电梯电视广告与电梯海

报广告刊例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0.4%与18.8%，影院视频广告刊例收入同比增长25.5%，互联网广告刊例收

入同比增长12.4%。 

 

3. 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及管理层的领导下，勠力同心，砥砺奋进，锐意改革，开拓创新。

公司紧扣文化传媒行业的变革主题，洞悉新时代、新局面、新理念、新技术、新机遇，切实加快资源整合

优化和业务创新升级的步伐，在稳固传统业务优势、推进资源整合优化、创新经营模式和开拓业务前景等

方面取得了进展。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9,397.02万元，同比下降12.43%；营业利润12,904.21万

元，同比增长228.22%；利润总额8,297.47万元，同比下降55.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55.12

万元，同比下降61.72%。 

（1） 广告业务：以增收为中心，多管齐下，挖掘市场潜力；以激励促增长，全员营销，增强经营活力 

报告期内，广报经营广告分公司多管齐下，积极开拓市场，深挖市场潜力；创新激励机制，多方发力，

增强经营活力。在完善组织架构方面，先后成立户外广告部、新媒体部及营运部，为户外广告业务、新媒

体业务以及活动营销业务的开展和用户服务提供保障；在营销策略方面，通过强化资源整合，以全案策划、

活动营销为突破口，根据行业特点推出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在吸引用户增加投放量、增加版面信息可读性

的同时，挖掘市场潜力，在旅游、家居、汽车、金融等重点行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激励机制方面，推

行“全民营销”政策，制定奖励制度，设立新客户报备机制，发挥全员积极性，增强经营活力，助力业务增

长。 

（2） 发行与物流配送业务：持续开拓发行业务市场，加强物流配送网络建设，多方发力拓展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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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发行物流配送

网络建设和业务开拓。在发行业务方面，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2017年新增外接代理发行报刊，拓展发行

业务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发行投派密度；在物流配送业务方面，不断加强与客户的深度合作，延伸鲜花

配送业务区域，2017年度实现了广州市主城区的鲜花配送业务全覆盖，并在客户的供应商服务水平评估中

持续位居前列；在物流业务方面，稳固与上游电商物流企业的业务合作，并在佛山地区与区域内物流企业

基于资源互补开展业务合作，进一步提高了佛山地区的配送业务量。2017年6月，销售分公司荣获由中国

国际贸促会物流分会、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等单位共同支持与指导评选的2017第二届中国物流行业“金蚂

蚁奖”。 

（3） 印刷业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资源整合优化和业务创新升级的步伐 

报告期内，印刷事业部狠抓“成本、质量、效率”，深入整合和优化印刷业务资源，积极开拓报印、商

印、包装、设计制作四大业务板块。在资源整合优化方面，机器设备搬迁、闲置设备转让、经营场地整合、

业务集中优化等工作已按计划推进，太和厂原有印报业务已顺利转移至槎头厂，太和厂的搬迁工作已于

2017年12月正式启动；在安全生产方面，狠抓印前、印刷质量，保证《广州日报》及各种代印报的安全出

报，《广州日报》连续十二年获得全国印刷质量“精品级”称号；在商业印刷业务方面，在保持订单量和大

客户合作稳定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商业印刷客户；在包装印刷业务方面，小步快走，积极尝试，已与多

家知名客户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在设计制作业务方面，顺利完成广州日报纸媒及数字报纸的出报生产任务，

版式设计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新业务拓展初见成效。 

（4） 新媒体业务：深耕本土，打造融媒体平台；应时而变，创新业务结构，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 

报告期内，大洋网深入推进媒体融合的大势，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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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网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在内容建设方面，融合多种报道方式，立体化、多渠道宣传，推出《广州24小

时》、《广州记忆》等一批精品栏目；在平台建设方面，深耕本土，打造汇聚新闻资讯、政务宣传的融媒

体平台，目前“广报汇APP”装机量近百万，日累计浏览量达1000万；在业务开拓及业务结构调整方面，大

洋网应时而变，挖掘新的业务形式，大力推进政务合作项目，建设了中国广州网、中国广州发布等政务网

群，并完成了多个政务APP、双微及舆情项目，逐步开拓移动互联网应用作为党政项目内容推广的承载平

台及途径，“广报汇APP”已纳入宣传平台梯队中成为各政务项目推广、资讯传播的一大平台；在经营业务

方面，充分发挥品牌优势，与政府部门、各协会建立紧密战略合作关系，打造各种线下主题项目与圈层活

动。据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杂志打造的“城市网站传播力榜”显示，大洋网在综合、PC端、移动端传播

力榜单中名列前茅。 

（5） 系列媒体公司：转型扩宽营收渠道，强化新业务布局 

报告期内，先锋报业积极探索媒体融合及业务转型：在足球竞猜广告业务和网络竞猜数据服务方面，

投入精干力量，优化足球大赢家2.0实战版平台的用户体验，强化专家端的数据支持；在新媒体业务方面，

两微一端持续发力，足球报微信公众号和垂直类公众号矩阵已成为业界顶尖公众号；在渠道拓展和内容合

作方面，与多家知名门户网站和头条号进行内容深度合作，从点到面增加新用户流入概率，通过数家大流

量平台输出内容，已成为业界知名的新媒体内容输出机构；在视频直播平台方面，体面平台将足球领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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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度已全面展开与俱乐部的合作，中超16家俱乐部和18支中甲俱乐部与《足球》报体面平台

建立了合作关系，对于体面项目的内容制作和传播给与支持，形成共赢局面。 

《丝路邮报（英文）》全媒体平台已形成一报、一网、两微的融媒体格局。报告期内，《丝路邮报（英

文）》全媒体平台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丝博览会”、“海丝论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广东）企业

走出去暨国际传播论坛等活动的采访报道工作；承接了《财富》全球论坛英文官方网站的运营和内容制作

发布的工作，以《财富》全球论坛为契机，打造广州权威英文融媒体平台。《丝路邮报（英文）》于2017

年2月被列为广东文化走出去指定媒体，于2017年3月2日荣获“2016年广东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项

目”。 

美食导报在努力巩固传统发行和广告的业务的同时，加大了纵深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积极参与香港酒

展、广州国际食材展等展会的策划和食材对接活动；顺应行业需求和商业地产的市场需求，首次发布《2017

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地产与餐饮融合发展报告》，举办商业地产品牌升级高峰论坛、美食节名菜名点名汤评

比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美食导报的社会知名度。 

老人报全力开拓机团客户，积极拓展老年产业。“乐龄购”作为购物平台已基本为老人报读者群体所认

知，读者专享游成功带动老人报原有读者群体在旅游板块的消费行为，进一步吸引旅游行业客户与老人报

的合作；乐龄学堂以扎根社区为基础，已在广州主城区开设六个示范点，实现与老人报读者的线下互动，

增强读者粘性，吸引更多的老年群体对老人报的关注。 

新现代画报继续保持华南时尚第一刊的地位，杂志出版延续高雅、大气、国际范的特色，受到读者以

及高端品牌的一致认可；并连接多方面资源，搭建综合性资源平台，承接各类活动以及项目，实现多渠道

创收。 

广州文摘报坚持内容为王，以“正能量、精神纸”为核心，遵循“追求最有价值的阅读，塑造最具情怀的

媒体”的办报方针，提升报纸内容的厚重度和穿透力；继续在发行方面寻找着力点，确保发行收入稳中有

升，为报社的转型发展夯实基础；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传统纸媒的自身优势，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

为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不断强化用户思维，努力将读者资源优势转化为用户资源优势。 
 

(二)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三)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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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 526,553,161.26 227,830,303.81 43.27% -15.18% -14.80% 0.19% 

商业印刷 225,203,352.45 -27,349,517.78 -12.14% 7.46% 0.28% 0.87% 

(四)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五)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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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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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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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

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董事会批准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68,651,947.46元，上年

金额186,306,074.74元； 

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0.00元，上年金额0.00

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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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批准 2017年度其他收益增加19,857,905.97元，营业外收入

减少19,857,905.97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

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批准 2017年度资产处置收益增加6,433,782.77元，营业外收

入减少6,565,981.55元，营业外支出减少132,198.78元；

2016年度资产处置收益增加59,021,859.60元，营业外

收入减少59,930,659.47元，营业外支出减少908,799.87

元。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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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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新增1家子公司：广州广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减少1家子公司：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名称 年末净资产金额 本年净利润 

广州广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60,461,588.27  

 

本公司本年向同乐投资出售香榭丽传媒98.61%股权，丧失控制权的时点为2017年10月13日，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

的比例为1.39%。因此香榭丽传媒在2017年10月13日之前为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2017年10月13日之后为受同

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关联方。 

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 年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流动资产               14,630,225.97  

非流动资产                 9,268,554.05  

资产合计               23,898,780.02  

流动负债             479,392,808.57  

非流动负债               17,865,621.00  

负债合计             497,258,429.57  

营业收入                                                    6,514,803.19  

营业成本                7,429,058.68               75,022,292.83  

净利润            -60,461,588.27            -195,245,965.62  

 

4. 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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