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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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汪方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小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秀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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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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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6,691,818.85 15,851,560,825.76 15,831,629,197.12 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61,747,099.72 9,762,332,284.63 9,729,794,033.91 0.3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98,125,514.06 29.13% 2,435,264,753.31 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907,215.36 -180.64% 22,946,046.25 -9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771,872.89 -195.00% -167,097,829.13 -18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981,489,306.67 -9,36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4 -180.77% 0.0115 -94.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4 -180.77% 0.0115 -9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减少 1.34个百分点 0.24% 减少 4.22个百分点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海南证监局对公司有关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工作的检查结果，公司对 2014 年度-2017 年度合并及

有关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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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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02,264.41 

主要是本期转让国广东方网络

（北京）有限公司 19%股权获得

的投资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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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6,884.6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6,105,625.6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0,969,431.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73,367.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18,301.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72,131.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8,616.38  

合计 190,043,87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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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专业投资公司产生的股权转

让收益 
7,831,482.15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较早就设立了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盈通”）、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立”）、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鸿立华享”）等从事创业投资、项目投资等投

资业务的专业投资公司。本公司及上述投资公司经营范围包含投

资业务，投资业务属于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上述投资公司已办

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备案手续，投资业务合法合规。上述投

资公司投资收益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因此，本公司自 2016年起

将上述投资公司的股权处置等投资损益认定为经常性损益。2018

年 1-9月涉及金额为华商盈通-8,180,667.99元，上海鸿立

16,012,150.14元，鸿立华享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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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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918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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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8% 163,800,244  
质押 163,451,494 

冻结 163,800,244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际信

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6.13% 122,721,037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粤

信 2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12% 102,561,435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92% 78,506,261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投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95% 59,088,20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 58,041,315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37,954,736 35,486,842 质押 37,740,000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

和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2% 30,515,332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30,023,475 12,252,34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峻茂 15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28% 25,60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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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3,800,244 人民币普通股 163,800,244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

聚和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2,721,037 人民币普通股 122,721,037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粤信 2号资产管理计

划 
102,561,435 人民币普通股 102,561,435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号单一资金信托 78,506,261 人民币普通股 78,506,261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投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59,088,209 人民币普通股 59,08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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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041,315 人民币普通股 58,041,315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 30,515,332 人民币普通股 30,515,33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峻茂 15号单一资金信托 25,605,883 人民币普通股 25,605,883 

常州川立贸易有限公司 21,11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19,1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3号单一资金信托 19,554,622 人民币普通股 19,554,6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

资产”）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2,306,50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12.11%），其中：国广资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3,800,244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8.18%），通过“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四川信托•星光 5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 78,506,261股（占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92%）。常州煦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直

接或间接通过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三只资

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2,524,407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8.12%），其中：通过“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

司股份 122,721,037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6.13%），通过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30,515,33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52%），通

过“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鲲鹏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 9,288,03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46%）。除

国广资产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号单一资金

信托”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发起设立的三只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

动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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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均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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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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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报告期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 

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47,814.00 288,781.37 -140,967.37 -48.81%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购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车音智能”）60%股权、深圳市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麦游互动”）51%股权，以及拉萨悦胜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北京磐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8,148.23 67,390.01 60,758.22 90.16%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纳入合并所致 

预付款项 149,322.85 29,160.39 120,162.46 412.07% 

主要是本期海南省文创旅游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文旅”）预付双创大厦购房款及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澄怀科技”）和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掌视亿通”）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765.91 71,421.88 -57,655.96 -80.73%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及山南华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南华闻”）赎回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12,659.52 9,447.94 3,211.58 33.99%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文化中心增加投入所致 

开发支出 2,181.66 1,216.10 965.56 79.40%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纳入合并所致 

商誉 370,098.97 196,173.11 173,925.86 88.66% 主要是本期购买车音智能及麦游互动股权纳入合并所致 

短期借款 13,070.00 0.00 13,070.00 --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和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广光荣”）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599.25 30,956.95 24,642.31 79.60%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纳入合并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2,244.42 24,337.79 87,906.63 361.19% 
主要是公司本部应付的车音智能股权转让款及本期车音智

能纳入合并所致 

应付债券 229,302.30 169,473.46 59,828.83 35.30%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发行中期票据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77.45 920.14 -442.69 -48.11% 
主要是本期上海鸿立所持有的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力星股份”）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02.67 1,923.39 -1,320.72 -68.67% 
主要是本期上海鸿立所持有的力星股份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74,932.65 40,199.63 34,733.02 86.40%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麦游互动以及海南文旅纳入合并所

致 

项目 
本期 

（7-9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75,841.11 48,627.05 27,214.06 55.96%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纳入合并，以及华商传媒、时报传媒

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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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625.67 176.03 449.64 255.43% 
主要是本期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商传媒”）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770.90 387.02 383.88 99.19%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纳入合并所致 

财务费用 7,619.35 2,335.32 5,284.04 226.27%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及山南华闻计提的利息支出增加 

利息费用 8,343.75 2,617.84 5,725.91 218.73%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及山南华闻计提的利息支出增加 

利息收入 545.08 341.71 203.37 59.52%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银行存款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537.73 735.82 801.91 108.98% 
主要是华商传媒增加及澄怀科技本期冲回的坏账损失减少

所致 

其他收益 108.78 18.28 90.50 495.09% 
主要是本期按新准则要求将代扣个税手续费转入其他收益

核算所致 

投资收益 1,051.75 3,372.93 -2,321.19 -68.82%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收到的基金分红减少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1,130.04 592.37 537.67 90.77% 

主要是山南华闻所持有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海证券”）股份本期按权益法核算，上年同期在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法核算所致 

营业利润 -4,157.64 10,269.45 -14,427.09 -140.49% 主要是本期营业成本增加以及计提的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71.04 213.61 1,057.43 495.04% 主要是本期国广光荣确认税收返还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97.51 2,778.19 -1,980.67 -71.29% 
主要是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报传媒”）

净利润下降导致计提的所得税减少 

终止经营净利润 -785.91 -132.32 -653.59 -493.93% 主要是本期处置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100%股权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数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179,495.03 133,934.71 45,560.32 34.02%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纳入合并，以及华商传媒、时报传媒

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995.22 1,400.18 595.04 42.50%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8,366.26 5,071.28 13,294.98 262.16%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计提中期票据利息、山南华闻计提信

托计划利息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20,510.59 6,622.24 13,888.35 209.72%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计提中期票据利息、山南华闻计提信

托计划利息增加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863.32 -1,998.78 2,862.10 143.19% 主要是按权益法核算的联营企业净利润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98.67 236.12 -1,234.79 -522.95% 主要是华商传媒持有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利润 7,356.18 57,888.43 -50,532.25 -87.29% 

主要是本期主要子公司净利润下降、计提的利息支出增加

以及上年同期处置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燃气”）100%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较多所致 

利润总额 8,739.94 58,887.51 -50,147.58 -85.16% 

主要是本期主要子公司净利润下降、计提的利息支出增加

以及上年同期处置民生燃气100%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较多

所致 

所得税费用 3,626.20 12,152.48 -8,526.29 -70.16% 

主要是本期主要子公司净利润下降导致计提的所得税减少

以及上年同期处置民生燃气100%股权计提的所得税较多所

致 

净利润 5,113.74 46,735.03 -41,621.29 -89.06% 

主要是本期主要子公司净利润下降、计提的利息支出增加

以及上年同期处置民生燃气100%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较多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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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净利润 6,053.47 45,258.64 -39,205.17 -86.62% 
主要是本期主要子公司净利润下降、计提的利息支出增加

所致 

终止经营净利润 -939.73 1,476.39 -2,416.12 -163.65% 主要是上年同期出售民生燃气100%股权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294.60 43,254.57 -40,959.97 -94.70% 

主要是本期主要子公司净利润下降、计提的利息支出增加

以及上年同期处置民生燃气100%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较多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1,320.40 2,083.85 -3,404.25 -163.36% 

主要是本期上海鸿立所持有的力星股份股票公允价值变

动，以及华商盈通不再持有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信技术”）股票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89 1,529.47 -1,533.36 -100.25%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不再持有科信技术股票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42.34 538.99 -296.65 -55.04%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52,114.27 29,606.33 22,507.94 76.02%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单位往来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88,330.82 136,754.98 51,575.84 37.71% 

主要是本期掌视亿通、华商传媒以及时报传媒营业成本增

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578.67 24,336.27 -9,757.60 -40.09% 主要是本期时报传媒支付的所得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9,190.24 58,661.67 50,528.57 86.14%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单位往来增加以及海南文旅支付贷款保

证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8,148.93 -1,036.73 -97,112.20 -9367.13%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等支付的现金成本增加以及支付的单

位往来、保证金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77,137.89 280,805.78 96,332.11 34.31% 主要是本期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2,291.75 5,002.29 7,289.46 145.72%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收到以前年度的基金分红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69,228.14 11,574.76 57,653.38 498.10% 主要是本期海南文旅购买双创大厦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14,236.63 611,639.67 -197,403.04 -32.27% 主要是上年同期山南华闻投资东海证券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99,360.67 0.00 99,360.67 -- 主要是本期购买麦游互动51%股权、车音智能60%股权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620.00 100.00 31,520.00 31520.00% 
主要是海南文旅、陕西华商通用航空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吸

收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7,070.00 197,234.83 -150,164.83 -76.14% 主要是上年同期山南华闻通过信托计划融资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129,493.00 0.00 129,493.00 --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发行中期票据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1,500.00 0.00 71,500.00 --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偿还中期票据所致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768.10 3,890.98 -3,122.88 -80.26% 

主要是本期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分红

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6,978.12 177,007.95 -60,029.83 -33.91%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偿还中期票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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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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汇垠澳丰”） 

其他承诺 

汇垠澳丰承诺连续五年（2015年-2019年）之内任何时点汇垠澳丰及其指定方

所持华闻传媒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 9,000.00万股，且汇垠澳丰及其指定方在持

有华闻传媒股份期间如果减持华闻传媒股份，减持前需优先征求国广资产意见，

国广资产有优先购买权。 

2015年 06月

12日 

自 2015年 6月

12日起，5年 
正在履行之中 

孙景龙、和平财富控股有

限公司 
其他承诺 

自 2018年 7月 13日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国广环球传媒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控股”）50%股权，也不通过国广控股间接转让

拥有权益的华闻传媒的股份。 

2018年 07月

12日 

自 2018年 7月

13日起，12个

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国广控股 其他承诺 
自 2018年 7月 13日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国广资产

58.0344%股权，也不通过国广资产间接转让拥有权益的华闻传媒的股份。 

2018年 07月

12日 

自 2018年 7月

13日起，12个

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国广资产 其他承诺 
自 2018年 7月 13日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华闻传媒的股

份。 

2018年 07月

12日 

自 2018年 7月

13日起，12个

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路新材”）、上海大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常喜

投资有限公司、新疆锐盈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2013年 12 月 27 日在巨

潮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95），下同。 

2013年 06月

07日 
长期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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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以下简称“新疆

锐盈”）、拉萨澄怀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拉萨澄怀”）、拉萨观道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拉萨观道”）、天津

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路新材、新疆锐盈、拉

萨澄怀、拉萨观道 

股份限售

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华路新材、新疆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道认购的所有

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自本次股份上市之

日（2014年 1 月 2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24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

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40%，36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

总数的 60%，48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80%，60个

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 

2013年 09月

18日 

自 2014年 1月 2

日起，5年 

正在履行之中，华路新材、新疆锐

盈所认购股份总数的 40%已解除限

售并于 2015年 1月 5日上市流通，

所认购股份总数的 20%已解除限售

并于 2016年 1 月 20日上市流通，

保留其认购股份总数扣除 2016年

及 2017年公司无偿回购部分后的

10%之后剩余的限售股份已解除限

售并于 2018年 5月 25日上市流

通；拉萨澄怀、拉萨观道所认购股

份总数的 4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5年 1 月 5 日上市流通，所认

购股份总数扣除公司无偿回购部

分后的 2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6

年 1月 27日上市流通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风

网”）、德清精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

视投资”）、上海莫昂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莫昂投资”）、程

顺玲、李菊莲、曾子帆、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2014年 11 月 26 日在巨

潮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85），下同。 

2014年 05月

04日 
长期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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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长沙传怡合盛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湖南富坤文化传媒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广东

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俞涌、

邵璐璐、刘洋、张显峰、

张茜、朱斌、崔伟良、施

桂贤、许勇和、曹凌玲、

赖春晖、邵洪涛、祖雅乐、

邱月仙、葛重葳、韩露、

丁冰、李凌彪 

西藏风网 
股份限售

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西藏风网承诺其所认购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限售期

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年 11月 27

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48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的 40%；60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70%。 

2014年 05月

04日 

自 2014年 11月

27日起，5年 

正在履行之中，所持认购股份总数

的 4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7年 12

月 11日上市流通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股份限售

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承诺其所认购的股份（包括但不限

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

年 11月 27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年 05月

04日 

自 2014年 11月

27日起，3年 

已履行完毕。所持认购股份总数的

10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8年 1月

25日上市流通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 
股份限售

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承诺其所认购的股份（包括但不

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

年 11月 27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24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

购股份总数的 30%，36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60%，

48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80%，60个月内转让股份

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 

2014年 08月

04日 

自 2014年 11月

27日起，5年 

正在履行之中，所认购股份总数的

3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5年 11月

27日上市流通，所认购股份总数

的 3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7年 4

月 26日上市流通，所认购股份总

数的 2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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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9日上市流通 

西藏风网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掌视亿通于 2014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035.00万

元、11,700.00万元和 15,900.00万元。此外，西藏风网向华闻传媒承诺：掌视

亿通 2015年、2016年、2017 年、2018年、2019年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

收益（补偿期结束后，掌视亿通因为双软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等所享受的

税收优惠可视同为掌视亿通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分别不低于

1,600.00万元、2,270.00万元、3,050.00万元、1,090.00万元、1,090.00万

元。 

2014年 05月

16日 

净利润承诺自

2014年起，3年；

非经常性收益

承诺自 2015年

起，5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4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实

现。2015年的非经常性收益承诺

已实现；2016年的非经常性收益

承诺未实现，西藏风网已向掌视亿

通予以现金补偿 797.52万元；

2017年实现非经常性收益

1,078.70万元，未达到收益承诺

水平，西藏风网应向掌视亿通予以

现金补偿 1,971.30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遵义米麦企业咨询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深圳

市凯普投资有限公司、陈

虹、廖明祯、张丽娜、陈

丛山、李坚文、许军声、

王涛、彭亮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麦游互动 2018 年、2019年以及 2020年的经审计的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准）分别不少于 4,000万

元、5,000万元、6,000万元。业绩承诺期内，若当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90%以上

（含本数）的，则当年度暂不进行现金补偿，2020年度结束后，无论 2020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是否达到承诺的净利润的 90%，均应计算应补偿金额。当年度的现

金补偿金额=（自 2018年 1月 1日至当年度 12月 31日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

－自 2018年 1 月 1日至当年度 12月 31日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

期的承诺净利润总额×本次交易总价－截至当年度累计已补偿的金额（如有） 

2018年 04月

02日 

自 2018年起，3

年 
正在履行之中 

拉萨子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子栋科

技”）、拉萨鼎金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鼎金投资”）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共同承诺：车音智能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

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18,000万元、22,300万元、28,600万元、39,800万元和 44,000

万元。业绩补偿的原则为五年业绩承诺期累积补偿，即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如

车音智能在五年业绩承诺期内的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由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按照 50%：50%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2018年 07月

17日 

自 2018年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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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控股 
股份增持

承诺 

国广控股承诺：自华闻传媒股票于 2018年 7月 16日复牌后十二个月内国广控

股拟通过自身或控股子公司以不低于 5亿元的资金总额择机增持华闻传媒股份。 

2018年 07月

16日 

自 2018年 07月

16日起，至2019

年 07月 16日止 

正在履行之中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新

意资本基金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意资本”）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新意资本承诺并保证：自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之日（2018

年 8月 13日）起 12个月内（不含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的当月），子栋科技、

鼎金投资和新意资本应当按照 45.85%：45.85%：8.3%的比例，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或其他方式直接购买华闻传媒股票，且三方用于购买华闻传媒股票的金

额合计不得低于 5亿元，但三方购买华闻传媒股票的比例合计达到华闻传媒届

时总股本的 4.99%时，子栋科技、鼎金投资和新意资本可不再继续购买华闻传媒

股票，自购买之日起至 2023 年 6月 30日期间，未经华闻传媒事先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设置质押或其他财产性权利负担。 

2018年 07月

17日 

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月 31日止 

正在履行之中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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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西藏风网尚未向掌视亿通支付现金补偿款 1,971.30万元及违约金，公司将继续督促西藏风网履行补偿义务。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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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300421 力星股份 26,6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63,003,895.99  14,083,200.00  7,555,064.33 4,604,675.14 41,817,6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其他 CSZO1545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成本法

计量 
   30,000,000.00   30,000,000.00 其他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0621 
易方达现金

增利货币 B 
25,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25,095,449.97 961,020.79    961,020.79 26,056,470.7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3753 
工银瑞信货

币如意 B基金 
20,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20,092,233.96 725,366.59    725,366.59 20,817,600.5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0001 平安银行 12,512,207.00 

公允价

值计量 
12,403,473.60 -2,098,332.00    126,832.51 10,305,141.6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其他 191120108 

“蕴通财

富·日增利”

S款 

10,000,000.00 
成本法

计量 
   10,000,000.00   10,000,000.00 其他资产 

自有

资金 

其他 AXKXTT2 

安心快线天

天利滚利第

二期 

10,000,000.00 
成本法

计量 
   10,000,000.00   10,000,000.00 其他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2196 方正电机 25,263,869.53 

公允价

值计量 
11,805,749.28 -4,099,218.50    63,064.90 7,706,530.7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2249 大洋电机 23,998,394.15 

公允价

值计量 
12,937,079.73 -5,475,521.55    204,171.99 7,461,558.1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其他 SZLT0701 
工银理财共

赢天天利 
5,000,000.00 

成本法

计量 
   5,000,000.00   5,000,000.00 其他资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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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5,000,000.00 -- 0.00 0.00 0.00 5,000,000.00 0.00 0.00 5,000,000.00 -- -- 

合计 193,374,470.68 -- 145,337,882.53 -9,986,684.67  14,083,200.00 60,000,000.00 7,555,064.33 6,685,131.92 174,164,901.8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2017年 09 月 14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7,325 6,00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42,705 4,687 0 

合计 170,030 10,687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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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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购买车音智能股权的工作进展情况 

2018年 07 月 1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分红派息的途径 

2018年 07 月 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目的以及是否要更换董事会成员 

2018年 07 月 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预告 2018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2018年 07 月 16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增持公司

股份的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目的 

2018年 07 月 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车音智能 60%股权的交易情况以及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下跌的

原因 

2018年 07 月 17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车音智能 60%股权的交易情况 

2018年 07 月 17日 其他 个人 

公司在全景网"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通过

网络远程方式召开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继续

推进现金收购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详见公司于 2018年 7

月 18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81） 

2018年 07 月 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维护股价的举措 

2018年 07 月 19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国广资产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国广资产通过

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已质押的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被

平仓的风险 

2018年 07 月 2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运作是否正常，截至 2018年 7 月 20日公司的股东人数 

2018年 07 月 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国广资产已质押的公司股份被强制平仓的原因，建议公司敦

促国广资产维护股价 

2018年 07 月 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董监事辞职的原因 

2018年 07 月 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国广资产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车音智能 60%

股权转让的交易进度 

2018年 08 月 0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截至 2018年 7 月 31日公司的股东人数 

2018年 08 月 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向公司反映爱达财富的状况，希望公司关注此事 

2018年 09 月 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截至 2018年 8 月 31日公司的股东人数 

2018年 09 月 1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有无再重组计划以及车音智能的情况 

2018年 09 月 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敦促承诺增持的实际控制人及交易对方执行增持计划，给予

中小投资者信心 

2018年 09 月 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下跌的原因 

2018年 09 月 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截至 2018年 9 月 20日公司的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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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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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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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汪方怀（签字）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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