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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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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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传媒 6039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宗峰 李向勇 

电话 0931-8773313 0931-8773122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520号 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520号 

电子信箱 yzof@163.com lixiangyong166@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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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593,808.92 2,002,016,020.86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90,380,657.91 1,679,838,144.11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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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1,749.27 -33,486,600.97   

营业收入 266,000,693.67 315,947,754.22 -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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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90,513.80 14,393,998.04 6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51,459.03 5,137,294.90 25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2 0.841 增加0.5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 0.025 6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 0.025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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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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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84 333,145,944 0 无 0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6 12,446,152 0 未知  

李刚 境内自然人 2.08 11,990,000 0 未知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0 6,940,542 0 未知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0 6,940,540 0 未知  

外研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3,470,270 0 未知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3,148,200 0 未知  

中国化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6 2,051,870 0 未知  

《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 国有法人 0.26 1,507,670 0 未知  

王蕾 境内自然人 0.25 1,454,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酒

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国有资产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出资人的国有企业；甘肃省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甘肃省国有资产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间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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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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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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努

力保持出版发行主业平稳发展的同时，积极对外开拓市场、对内深化改革，努力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坚持正确导向，出版发行业务稳定发展 

1.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

的意见》等文件精神，通过加强审核把关与跟踪监控调审等系列措施，各出版社的导向意识、质

量意识普遍增强，更加重视出版流程规范。 

2.上半年，公司图书总印数比往年同期增长 25%，重印图书总印数与占比得到提升，选题结

构得到进一步改善。重点图书精品图书项目基本按计划有序推进。2019 年 1-6 月，公司出版期刊

共 9 种，期刊总发行量 2800 万册，月均 460 万册（含数字版），同比下降 18.5%。其中，《读者》

总发行量 2470 万册，月均 410 万册，同比下降 17%。数字出版经过几年快速发展后，增速放缓。

公司期刊板块不断提升内容和服务质量，持续保持核心竞争力，公司核心出版产品《读者》累计

发行量已突破 20 亿册。 

3.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三科统编教材使用的良好机遇，顺利开展“三区三州”扶智工程

——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临夏站活动，完成人教版教材我省各学科科教研员的培训工作。顺利

召开 2019 春秋两季教材生产印刷发行工作会议，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政治任务的高质量

完成。开展全省电大系统学生教材发行代理业务，拓展了代理品种业务。教材教辅出版发行收入、

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均较大幅度增长。 

（二）新媒体多元化业务持续推进，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适应新常态，在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持续探索。读者官方微信号粉丝

数量突破 500 万，6 月在微信月榜全部公众号总排名第 29 名，文化读书类 TOP5；“读者读书会”

微信公众号粉丝达 40 万；读者新媒体账号在喜马拉雅平台经典必听榜位列热门榜单 TOP5，订阅

人数 300 万，点击量 4.5 亿。“读者·新语文”微信公众号累计粉丝近 3 万人。“读者·新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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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视频微课于 2019 年 4 月在 “喜马拉雅”正式上线，累计浏览量 5.7 万，售出 1800 余份，实

现销售收入近 20 万元。依托公司项目研究成果，在应用示范和产业化方面，以公司的核心业务为

基础，紧密围绕数字资源多元化开发与应用，在有声资源结合网络阅读模式、电台模式以及大众

阅读、在线教育等领域，开拓出 “读者读书会”、“读者新语文”、“读者电台”和“读者蜂巢”等

矩阵式有声产业生态。同时“三联·中读”、“今日头条”、“腾讯课堂”等线上平台的合作相继开

展，标志着“读者”在知识付费及线上教育领域的初步尝试取得良好效果。 

（三） 进一步强化双效统一，社会效益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高质量发展和双效统一，进一步强化社会效益的重要地位，社会效益显

著。公司 9种出版物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9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5种图书入选国

家级出版资金资助项目，1 个图书项目入选 2019 年度古籍整理出版拟资助名单，84 种图书获省委

宣传部授予的“改革开放 40 年我最喜爱的优秀甘版图书”，《敦煌学通论》入选 6月中国好书榜。 

“读者·新语文朗读联盟”成立至今有 67 所学校正式加入联盟挂牌，并积极开始开展活动。上海

读者书店外滩旗舰店于投入运营一年，累计举办各类线下活动近三百场。上海读者书店静安北站

阅读空间投入试营业。读者外滩旗舰店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与肯定，同时也引起媒体、广

大市民的广泛关注，得到普遍好评。 

（四）不断探索品牌产业化路径，积极挖掘“读者”品牌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探索“读者”品牌向出版主业以外的业态延伸，丰富平台内涵，挖掘变

现能力。在去年成功布局的上海读者书店、合作实施惠州读者文化公园项目经验基础上，总结形

成成熟的品牌推广及合作模式，文化创意、教育培训、文化地产等领域进行品牌输出，加强资本

运作能力。继续推进“读者小站+”建设运营模式，结合传统阅读空间改造，争取政府公共文化服

务订单，推动阅读服务业态更加完善。 

（五）加强内控管理，大力提质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落实“三重一大”党委前置审批决策机制，规范公司经营管理重大事

项的决策过程。加快推进公司规章制度修订和业务流程再造工作，规范运行机制，提升企业运行

效率。全面推行子公司财务总监委派制度，2019 年上半年向驻外子公司派驻财务负责人，强化财

务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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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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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即执行财政部新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9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 号）。 

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公司将原准则下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泰山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读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企通

新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报表列示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金融工具准则和报表格式变化仅对公司报表列报项目产

生影响 （具体影响详见第十节五、4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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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