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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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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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森 

电话 021-6037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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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

际广场A楼8层 

电子信箱 xhcmpublic@xhmedia.com xhcmpublic@xhmed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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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414,922.75 3,895,211,977.83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40,291,059.78 2,619,553,082.05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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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283,285.42 37,414,195.33 309.69 



营业收入 611,653,496.21 667,497,956.02 -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074,236.85 21,334,960.19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727,147.36 -18,541,940.6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4 0.82 增加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1 0.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1 0.0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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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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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理 境内自

然人 
1.64 17,142,0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59 16,64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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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宣

霖量子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95 9,909,637 

0 无   

夏舒（参与融资融券） 境内自

然人 
0.92 9,604,612 

0 无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79 8,286,480 

0 无   

钱一潮（参与融资融券） 境内自

然人 
0.61 6,360,0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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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65.35万元，同比减少 8.37%，利润总额 2,906.87万元，

同比增加 18.4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07.42 万元，同比增加 3.47%。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384,841.4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64,029.11

万元。 

2、上半年经营情况总结 

（一）投资及资产管理方面 

2018年，公司积极推动“战略定位调研”工作加快落地, 继续拓展触角、广泛接洽并积极谋

划优质项目资源，力争推动上市公司业务转型早日取得实效。 

同时，公司大力推动“存量资产优化调研”工作扎实落地。围绕加强管理、调整改进、优化

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进一步制订具体方案，明确全年任务。5 月，公司召开存量资产优化年度工

作启动会，部署了全年涉及 16家下属企业的投后管理事项及资产优化举措，确定了“上市公司牵

头+各业务板块分解推进”的组织指挥体系和“定期会议推动+日常跟进支持”的工作机制，确保

2018年度存量资产优化工作扎实、稳步、有效落到实处。 

（二）图书板块 

2018上半年，新华连锁以“拓展渠道、固本强源、提升服务、强化管理”为工作思路，加速

企业转型发展步伐，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而努力。 

1、圆满完成 2018 春中小学教材发行工作。 

今年，新华连锁在全力以赴做好 2018年春季中小学教材发行工作的基础上，还作为唯一发行

渠道，独家发售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编制的中、高考系列图书。同时，确保了所有图书配送任务

全部按时完成，下属 23家门店也在第一时间上架陈列销售。 

同时，与上海市教委、各相关出版社等各有关单位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及时协调各单位之



间的工作情况，继续做好 2018年春季上海中小学教材音频下载客服工作。 

2、做好重点图书征订，紧抓馆配、团购市场。 

公司一直将发行政治性读本作为知识宣传阵地的首要政治任务，发挥宣传思想文化窗口和意

识形态阵地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新华书店文化担当。上半年，在《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2》、《习近平讲故事》、《新时代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 2018》等重点图书的销售上，

各部门通力协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落实发行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发行任务。 

同时，在“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周边，拓展全国”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努力在团购市场、馆

配图书业务上取得新的突破。通过各项活动深化与各大公共图书馆、本地街道乡镇馆、各高校的

合作交流，为巩固已有市场、开拓新市场，确保市场销售份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创新营销模式，拓展线上销售平台。 

年初，为整合新华传媒内部资源，提升创意设计能力；介入节庆礼品市场，提升图书附加价

值；整合销售渠道，拓展产品推广能力；线上线下联动发布，提高市场知晓程度，新华连锁与申

活馆首次联合出品“书礼”系列图书礼品，打通礼品开发从创意、设计、制作、推广到销售的全

流程，展现全新营销销售模式。双方分工合作，各自在线上线下不同渠道推广四种“书礼”系列

图书礼品，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 

为拓展线上销售平台，公司云端拓展部已分别与上海建工集团和中国建设银行签订了平台入

驻合作协议，并投入大量人力，完成了建工集团“营造商采购平台”、中国建设银行的“善融购物

平台”的 2家线上平台的入驻和对接工作，使读者可享受到线上图书阅读与购书的服务等。 

4、深度参与全民阅读，彰显新华书店社会担当。 

3 月 31日上午，全国新书发布厅迎来了第 100期。来自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报业集团、

新华传媒、华师大出版社的各级领导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全国新书发布厅”发挥新华传媒的行业

积累和上海市场的区位优势，整合全国出版的文化资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新书遴选机制。100

期活动中，发布的图书品类多元，题材丰富多样，形式不拘一格，把周末的上海书城打造成了读

者亲近书香的文化活动空间。 

在此基础上，为了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打响“四大品牌”的目标，展现“上海文化”标识

度，新华传媒又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携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共同设立“上海·故事”读书

会，其分为“寻觅·上海”、“品位·人物”、“共享·上海”三大主题。让身处现代化大都市的上

海人、新上海人，通过这个读书分享平台，从历史人文、市井生活、城市建筑等各个方面，从空

间的广度和时间的深度上了解一个更加立体化的，富有包容性的城市。 

上半年，新华连锁还积极开展“名家进校园”“阅读进社区”、“书香进楼宇”、“走进图书馆”、

“阅读无限进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三下乡”等特色活动和品牌服务，为公共文化建设添砖加

瓦，推进实体书店的服务转型和销售转型。 

5、与科技融合，创新升级书店智能化水平。 

书店的发展必须不断创新，融入科技元素，以消费者为中心，注重用户体验和便利。3 月，

新华连锁信息部以手机端的自助购书应用（微信应用）为切入点，自行开发了门店自助售书系统，

使读者可以自助进行图书的扫码、支付操作。此后，又运用新技术手段，自行开发了门店商品货

架管理系统，使图书易见、易找、易选。6 月，由新华传媒和建行上海分行合作开发的“智能多

点触控自动购书机”，在新华书店港汇店启用。 

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大大改善了书店消费的购物体验，为书店这种传统业态增加了具有时代

感的服务亮点，也为新华连锁进一步优化业务操作流程，提升服务与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6、积极推进网点升级改造。 

为深入贯彻《关于上海市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的相关精神，以实体书店转型发展

为契机，积极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思路，改善网点环境，优化支付手段，增强读者阅读和消费

“体验”。上半年，新华连锁重点推进了新华书店朱家角店和七宝店的改造项目。两家书店均位于



知名古镇，原环境较为破旧，于 2018年初启动了改造项目，为周边读者和游客提供更优质的购书

环境和体验。6月 25日，位于闵行青年路的新华书店七宝店已重装开业。 

在抓紧推进上海书城产权明晰的同时，继续对改造项目进行深入研讨。书城的升级改造应作

为重大文化项目全力以赴争取市政府的支持，既要力争将它打造为国内外一流的文化综合体，又

需符合上海市政府对文化品牌高标准的要求。 

（三）广告板块 

1、中润解放 

2 月，中润解放因公司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需要，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同时，为了加强业

务人员对公司资源及合作项目地业务了解、流程操作和方案推广等，对全体业务人员进行培训指

导及考试考核。自去年 7 月成立中润解放应收款项清理工作小组以来，在公司领导及财务部门的

督促下，各业务部门积极努力地解决历年应收帐款问题。 

上半年，为了更好地推进公司业务，各版块在版面及活动进行创新开拓，制定了“无节造节，

策划先行”的工作方针。结合读者阅读、关注的新特性以及品牌要求，积极开拓思路，以各种主

题活动为主线，根据营销和促销节点，策划开展了多项线上线下的活动，如跨界联手“饿了么”

等众多优质品牌及沪上十大商场共同打造线上线下“吃货俪人节”；北京车展策划专刊并尝试开发

手机终端小程序及互动活动；举办第七届上海零售风云榜颁奖盛典；成功执行“315 消费者权益

日”和“517电信日”2个线上活动等。同时，还积极配合新华连锁、电子商务等内部单位的商请，

对开展“新书发布厅”、“一城网”等各时间节点营销活动的宣传推广，提供新闻晨报的版面配合。 

2、申报板块 

2018年，《申江服务导报》继续谋求转型发展，“围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向城市时尚

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型”的战略目标，通过线上导流，线下销售，初步形成了由内容驱动的融媒体、

社区、电商、产品孵化、线下体验空间为一体的都市文化生活消费全产业链。 

申活馆继续 2017年的调整，成功将发力重心落在增加内容融合上，充分利用申报的媒体优势

和公信力，展开官方微信的产品分销，形成营销闭环。 

3、学生英文报。 

教育传媒以《上海学生英文报》发行作为主营业务，赛事活动、培训、营队活动、版权输出

等作为延伸业务，都较去年同期有稳步增长。 

延续与英语周报的版权业务合作，继续提供高中年级段的内容产品，上半年还与山西《英语

周报》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署协议；联合新贝教育合作运营学记团项目，扩大培训业务规模，提升

品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与华师大、遴睿教育就英语阅读分级课题 ELP项目合作，拟 9 月开

始运作。通过举办“阅读之星”大型赛事活动，搭建了“赛事+培训”的运营平台；继续推进对于

留学市场的业务探索，基本形成素养培训、实践活动、公益项目及海外游学为框架的业务格局，

并做好放大规模的准备；继续拓展志愿者、国内冬令营市场，如云南希望小学支教、四川熊猫基

地志愿者活动、久事赛事训练营活动等，完善推进提升学生软实力的课外实践活动产品体系。 

（四）电商板块 

2018年，电商板块通过业务发展和技术保障来夯实基础，在稳步开展预付卡发行与受理业务

的同时，加快城融公司市场开拓，加速推进新华一城卡和新华一城网之间联动发展。 

在信息技术方面，上半年启动了城融公司团购业务 ERP 系统项目，已完成需求确认阶段、开

发阶段、业务测试阶段的各项工作；完成了与人民银行反洗钱系统和市商委单用途卡系统的开发

对接，以及 pinpoint系统实时监控和数据库灾备技术的搭建；与股份公司的 OA 对接也已上线运

行，实现了信息共享和高效协作。 

（五）房产板块 

2018年，受上海楼市重大政策调整影响，房产板块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上海整顿

类住宅市场的大背景下，多个项目的销售陷入停滞；而住宅物业“限价”的政策也导致上海的新



房代理急剧萎缩，市场营销难度加大。 

公司将继续重点开展南翔新华悦都项目 LOFT 的交房工作、商铺的招商工作和商墅的销售工

作，并计划在招商方案中结合文化、书香和教育开展租赁工作，打造新华传媒的“供给侧改革”

的新高地，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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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5 日颁布的财会[2017]30 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 2017年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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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财会[2017]15号）的相关规定，财政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据

此，经公司 2018年 4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并按通知规定的起始日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年 6月 30日总资产、净资产、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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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