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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9-012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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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钟华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晓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舒淼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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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征夫 独立董事 公务 独立董事陈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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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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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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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萝伊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 号  

电话 020-83569319  

电子信箱 ycm2181@gdgzr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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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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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电商及物流业务、印刷业务、系列媒体经营业

务及文化产业投资业务等。 

   （一）广告业务 

    公司的广告业务包括平面媒体广告业务以及地铁户外广告、数字广告等类型的广告业务。公司的平面

媒体广告业务在业内具有领先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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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8年《广州日报》广告收入已连续25年居中国平面媒体第一（根据尼尔森网联、央视媒介

智讯的监测数据均显示,2018年广州日报总体刊例广告收入再度高居全国第一）。公司以参股28%广州地铁

传媒有限公司的方式切入地铁户外广告业务，以代理和参股方式切入数据广告业务，并不断推进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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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形成全案营销阵地，更好地服务用户，提升品牌价值。 

   （二）销售、电商及物流业务 

公司依托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广州广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发行基础，开展

报刊销售、家用用品订购、门店零售、电商销售及物流配送业务。报刊销售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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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用品订

购方面，开拓了“广报悦泉”饮用水、家用盘纸等产品；依托宅之便连锁店和线上商城，开展城市家庭用户

销售；通过多种合作方式与多家知名电商开展物流配送业务，投资入股广州万之象物流有限公司，完善公

司物流服务网络。 

   （三）印刷业务 

    公司印刷业务包括报纸印刷和商业印刷两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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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印刷厂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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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对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和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进行合并，并积极推动去产能和印刷业务资源整合优化。 

   （四）系列媒体经营业务 

    公司从事《足球》、《篮球先锋报》、《广州文摘报》、《老人报》、《新现代画报》、《读好书》、

《美食导报》、《舞台与银幕》等一系列资讯、娱乐、文化、生活类报刊的经营业务，以及大洋网等媒体

经营业务。公司系列媒体在行业、区域内具备较高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以“产媒融合”为目标，对系列

媒体进行调研和梳理，重新部署规划调整，积极探索系列媒体整合与转型。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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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推进公司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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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了影谱科技等一批文化产业项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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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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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97,118,197.28 893,970,223.99 893,970,223.99 -10.83% 
1,020,829,592.7

2 

1,020,829,592.

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540,682.98 72,551,166.64 72,551,166.64 -24.82% 189,536,703.07 189,536,70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098,344.9

4 
93,710,511.80 93,710,511.80 -308.19% -160,207,519.47 

-160,207,519.4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688,978.27 -16,474,516.66 -16,474,516.66 237.72% 349,876,302.06 349,876,302.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0 0.0625 0.0625 -24.80% 0.1632 0.1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0 0.0625 0.0625 -24.80% 0.1632 0.1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 1.88% 1.88% 
减少 0.5 个

百分点 
5.14% 5.1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404,739,929.

21 

4,305,027,047.

89 

4,305,027,047.

89 
2.32% 

4,690,007,479.3

7 

4,690,007,479.

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65,540,638.

19 

3,917,280,601.

15 

3,917,280,601.

15 
1.23% 

3,782,781,464.6

8 

3,782,781,464.

6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将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

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

“长期应付款”列示。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

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公司对该项会计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详细调整情况详见第五节第

六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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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更对前期列报的净利润、总

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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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32,882.87 192,583,553.10 194,470,101.06 222,931,66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5,979.61 43,813,662.22 -12,840,062.34 27,433,06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88,471.11 542,176.50 -19,477,148.48 -170,074,90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97,372.77 38,474,944.54 -22,563,777.38 44,375,1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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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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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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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5,5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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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22,7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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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旭东 境内自然人 0.60% 7,000,000 0   

林联丰（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3% 5,02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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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长祺 境内自然人 0.30% 3,451,1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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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双胜商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3,11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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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林邦霖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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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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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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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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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及管理层的领导下，全力以赴，积极推进“降成本、增效益、强管

理”的年度目标，统筹推进去产能、降成本、发行印刷费率制改革、印刷业务资源整合优化、项目投后管

理、创新经营模式和开拓业务领域等各项工作，基本实现了全年工作任务，进一步提升了公司运营质量和

效率，为公司转型出发和稳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广告业务：强化资源整合、开源节流，拓展户外新媒体业务 

广报经营广告分公司有效遏制了近年大幅下滑的趋势，并实现转型业务收入明显的增长。据央视CTR

广告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报纸广告刊例收入同比下降30.3%。而广告分公司通过强化资源整合、开

源节流，以推动活动营销、拓展户外新媒体业务等一系列措施，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以新媒体、户外广

告、线下活动为主的转型业务也有所增长。 

2．发行与物流配送业务：以“降成本、优机制”为工作重心，优化发行网络，调整考核机制，精简冗

员，提高收入 

广报经营销售分公司围绕“创新机制、增收节支”的年度主题，优化组织架构、优化站点线路、取消亏

损业务，方向更加清晰，成本费用大幅降低。在纸媒发行下跌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全员销售、调整发行策

略、改善内部奖励，多措并举降低发行成本，保障发行工作。 

3．印刷业务：深入推进两厂合一，积极去产能、降成本，狠抓印刷质量、安全生产 

2018年，印刷事业部积极去产能、深度推进两厂合并，印刷业务、设备、场地、人员整合优化实现资

源共享，统一管理形成合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推进两厂合并过程中，狠抓安全生产，保障各项印刷任

务的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公司继续抓好印刷质量工作。《广州日报》在全国报纸印刷质量评比中，继续

保持精品级报纸的称号。商印产品在2018广州市印刷包装品质量竞赛中获2个金奖、5个银奖、2个铜奖，

企业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4．新媒体业务：坚持深度融合，开拓政府部门业务合作，提升影响力 

2018年，大洋网继续深入推进媒体融合，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强化新媒体平台建设。大洋网在

巩固开拓政府部门业务合作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目前已承担多个新媒体平台内容运维、新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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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以及舆论宣传服务。大洋网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不断提升。根据人民网最新公布的《2018

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大洋网的融合传播指数已跻身全国党报网站第十，全省第一。 

5. 系列媒体公司：继续发力广告、发行及活动，布局新媒体，积极向产业转型靠拢 

 老人报、文摘报和岭少社区在“产媒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文摘报老年大学正式打出“学到100

岁”品牌，并和广州市老年大学达成师资共享、课程共享和交流共享战略合作；和荔湾区老干局联合推出“西

关博雅”合作办学项目；和广州市老年体协、海珠区社区教育学院联合办学项目，并在积极探索“老年大学

进社区”的可行性。老人报着力增加养老、旅游类广告比重，拓展银行、大型高端养老机构等品牌客户，

并重点推进“读者专享游”项目，继续上线欧洲、新疆等线路，定制老年专属旅游产品。岭少社区重点推进“精

英小记者”项目，通过小记者课程和心理课程合作项目挺进校园渠道。 

舞台与银幕“非报”收入同比加快增长。美食导报整体经营工作有较大改观，特别是“2018广州国际美食

节”一次拿下了四大项目，带来过百万元的收入，以活动带动经营效果明显。新现代画报通过承接特刊，

带来了近百万元的有效收入。岭少社区公司完成岭少报和社区报业务和人员的合并，新公司健康运营，原

社区报业务保持平稳，岭少报发行止跌回稳。 

先锋报业通过资源优化整合，进行经营管理，统筹部署各赛事，精心策划世界杯。其旗下《足球》、

《篮球先锋报》、《足球大赢家》以及新媒体的各平台端口，围绕各大联赛、杯赛，聚焦俄罗斯世界杯以

及各焦点、热点之战，报道量、阅读量、点击量在全国体育类平面媒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积极开展

媒体融合及业务多元发展，聚焦小视频，打造MCN；倚靠世界杯，发力网络竞猜数据销售；增强信息服务，

保持与中体彩合作、与外公司合作，加大《足球》手机报推广。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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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 481,142,344.54 205,785,177.12 42.77% -8.62% -9.68% -0.50% 

商业印刷 196,336,099.77 -18,080,844.02 -9.21% -10.21% -46.63% 6.2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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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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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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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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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

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

“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

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

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

“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批准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本期金额203,245,924.37元，上期金额264,885,527.17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本期金额81,308,261.97元，上期金额52,461,222.48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17,472.52元； 

调增 “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1,416,239.89元，上期金额

1,416,239.89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

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

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批准 调减 “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 3,953,325.71 元，上期金额

2,879,781.59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批准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0.00元，上期

金额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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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4日本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广州跑步派体育策划有限公司经公司内部决议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同

意核准注销。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0 至 4,0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86.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香榭丽及原股东合同诈骗刑事案件二审判决是否会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可能对公司 2019 年度一季度财务报表数据产生影响。除此外，由于公

司 2018 年降成本专项工作导致 2019 年一季度成本下降较为明显，公司预

计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4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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