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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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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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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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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8年末总股本 1,044,887,8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0,448,878.5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实

施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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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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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60376284 021-60376284 

电子信箱 xhcmpublic@xhmedia.com xhcmpublic@xhmedi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横跨图书发行和报刊经营两大领域、国内第一家实现上市的文化传媒企业，也是 2013

年 10 月组建的上海报业集团旗下唯一上市公司和主要资本平台。公司目前已形成图书发行、报刊

经营、广告代理、电子商务及传媒投资等业务板块，旗下图书发行业务主体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



限公司是上海地区唯一使用“新华书店”集体商标的企业，拥有位于上海的所有新华书店、上海

书城，直营网点近百家，同时还拥有上海市幼儿园教材、中小学教材和中专职学校教材的发行权；

公司还拥有《新闻晨报》广告经营代理权和《上海学生英文报》等报刊的经营权，在沪上具有较

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主要业务的经营模式、经营状况以及各业务板块间的协同效应 

1、主要业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类型分为图书、音像制品、文教用品、报刊广告和其他，其中图书、文教

用品和报刊广告构成公司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其他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是新华连锁其他商品销

售收入以及原广告业务延伸后会计分类为其他业务的销售收入。 

2、主要业务的经营状况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图书、报刊广告和文教用品。图书是公司最主要的传

统主营业务，近年来受到数字化图书、网上书店迅猛发展的影响，业务规模增长减缓，但主营业

务收入走势整体平稳；报刊广告收入主要来源于报纸平面广告代理收入，受互联网、手机等新兴

媒体迅速侵蚀传统广告市场的影响，平面媒体广告市场份额整体有所下降，公司广告业务收入也

随之下行。公司通过探索创新，重点加强“综合服务+活动营销”的业务能力，延伸了广告板块的

主营业务（计入“其他收入”），使得报刊广告板块收入在主营业务中占比合理下调；文教用品也

是公司传统的主营业务之一，由于文教用品消费对象的特定性以及该业务领域的特殊性，公司文

教用品业务收入总体保持平稳。 

3、各业务板块间的协同效应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之间的专业相关性较强，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有助于公司业务的稳定发

展。公司拥有较发达的实体门店系统，能与电子商务业务进行网上和网下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公

司图书和音像制品发行业务和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公司报刊经营业务与广告代理业务联系紧密，

能较好地相互促进。 

（二）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子公司上海申活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8 年 6 月 5 日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53 号),文件中第二条规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免征图书批发、零

售环节增值税。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解放教育传媒有限公司取得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闵行区分局签发的：编号



为 3101121501015121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先备案结果通知书，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34

号）规定，同意减免企业所得税的申请，免征期为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人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上海房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上海申报传媒经

营有限公司和上海晨刊传媒经营有限公司分别取得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税务局签发的：沪

税自贸九所备（2015）004 号－007 号《企业所得税优惠审批结果通知书》，根据财税[2009]34 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

策的通知》规定，同意减免企业所得税的申请，免征期限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三）行业发展状况 

新闻出版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背景下，“高质量”已经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中央《“十三五”时期文化产

业发展规划》等各项宏观政策与政府管理部门的支持下，新闻出版业坚持聚焦主业，推动多元化

发展，不断为出版发行创新注入新能动，更加注重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2019 年 2 月 28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8.29 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 98.6%，

互联网普及率达 59.6%。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

能成为信息源。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新闻出版行业在守住主业发

展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中心、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

效整合是当下行业公司的发展方向。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868,753,450.17 3,895,211,977.83 -0.68 3,948,931,216.32 

营业收入 1,391,240,341.06 1,427,161,940.07 -2.52 1,524,573,365.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655,779.45 45,009,876.21 -29.67 48,406,965.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079,672.39 -110,277,190.68   -41,105,214.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634,048,334.74 2,619,553,082.05 0.55 2,589,858,260.8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0,081,448.18 170,788,817.98 216.23 289,324,218.5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0 0.043 -30.23 0.04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0 0.043 -30.23 0.04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0 1.72 减少0.52个百分

点 

1.8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28,260,240.74 383,393,255.47 232,547,741.39 547,039,10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76,701.01 13,497,535.84 4,670,456.39 4,911,08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258,532.48 -5,468,614.88 -9,265,364.51 -15,087,16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6,962,560.55 230,245,845.97 85,569,291.82 301,228,870.9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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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9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0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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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

限公司 
0 

292,533,681 28.00 0 无   国有

法人 

上海报业集团 0 245,486,319 23.49 0 无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4,034,000 

20,674,189 1.98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4,603,000 1.40 0 无   未知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

公司 
0 

8,286,480 0.79 0 无   国有

法人 

叶香梅（参与融资融

券） 5,091,400 

5,091,400 0.4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353,300 

4,963,143 0.47 0 无   其他 

沈宇清 

21,700 

4,770,200 0.46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杨光（参与融资融券） 

235,000 

4,546,200 0.4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宣炳（参与融资融

券） 3,100,000 

3,100,000 0.3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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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9,124.03 万元，同比减少 2.52%；实现利润总额 3,436.54 万

元，同比减少 24.9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5.58 万元，同比减少 29.67%；实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08.14万元，同比增加 216.23%。 

截止 2018 年末，公司总资产 386,875.35 万元，同比减少 0.6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63,404.83万元，同比增加 0.5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同比减少 0.52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 6 月 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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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采用上述通知编制 2018 年

度财务报表。该变更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书城图书有限公司 

上海联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书刊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中润解放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传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房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申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申活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上海晨刊传媒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人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解放教育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传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城融实业有限公司 

嘉时国际有限公司（香港） 

上海新华传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风火龙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置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新置华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中润解放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杨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