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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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隋兵 因公出差 李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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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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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传媒 600229 青岛碱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琪 宋振文 

电话 0532-68068888 0532-68068888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2号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2号 

电子信箱 maqi@citymedia.cn songzhw@city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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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3,116,249.08 3,763,577,153.32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81,001,595.61 2,560,076,606.05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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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46,261.20 115,600,975.11 -29.89 



额 

营业收入 1,114,516,916.31 1,045,351,112.02 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0,924,989.56 160,108,974.50 3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744,612.02 155,714,941.22 5.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 6.68 增加1.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47 0.2280 3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47 0.2280 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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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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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3.30 374,191,691 0 无   

青岛出版置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9 35,034,590 0 无   

秦淑荣 未知 1.29 9,045,000 0 未知   

青岛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10 7,688,605 0 未知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摩根

士丹利中国 A 股基金 

未知 1.02 7,136,143 0 未知   

罗予频 未知 1.00 7,000,000 0 未知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0.97 6,797,174 0 未知   

朱善永 未知 0.62 4,359,554 0 未知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未知 0.48 3,350,415 0 未知   

中航信托•天启【2017】323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8 2,668,67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青岛出版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出版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2.“中航信托•天启【2017】32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为城市传媒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核心

管理团队以个人自有资金出资成立，通过二级市场增持

公司股份的股东账户；       

3.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

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涉及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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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面对行业增速放缓的不利形势，公司全体员工戮力同心、协同作战，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精品战略，优化业务结构，主动开拓市场，提升内部管理，2019 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5 亿元，同比增长 6.6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亿元，同比

增长 37.98%。报告期公司经营工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实施精品出版战略，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2019 年，公司党委要求大力实施“精品出版战略”，以“压量、提质、增效”为抓手，推动

产品结构优化，在主题出版和重点选题上下功夫，在教育、少儿、时尚生活、社科人文等特色领

域里下功夫，下大力气压缩品种，集中力量出版精品产品。上半年，公司在新书出版品种同比压

缩 26%的情况下，实现出版码洋同比增长 8.5%，综合重印再版率达到 87.88%。报告期共有 31 种

图书斩获 41 项省部级以上奖励，《中国江河流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黄河记忆》《中国改革

开放通史》《中国恐龙足迹化石图谱》等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 

公司聚焦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重大纪念活动，以“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为主题，策划打造了

一系列宣传党的主张、反映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图书和数字出版物。各出版板块

继续面向市场打造精品，“宫西达也”系列、“少年读”系列、“小豌豆”“小蜜瓜”系列、 “唤醒

阅读力”系列、《燃烧吧！大脑》系列、《情商：一本给孩子的人生格局书》等多个产品都呈现畅

销态势；教育板块推出《考点清单》《新高考试卷》等上市场的新项目新产品，整体出版结构优化

成果初现。 

（二）强化市场开拓，发行业务持续增长 

报告期公司发行板块持续推动转型升级、流程再造。新华书店在扎实做好党和国家重要文件

文献、重点主题出版物发行工作，强化“选书、荐书”团队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实体卖场转型

升级，以新型复合文化空间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与读者建立强关联，推动了全民阅

读工程落地，扩大了一般图书销售。网络渠道销售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2%，与当当、京东、天猫

等主流电商渠道合作稳健发展，社群营销效果显现，成为快速增长的新支点；各属地业务团队持

续发力，线下定制模式在多省复制落地。 

 



（三）推动多元发展，新兴产业迸发活力 

报告期内，公司新媒体业务进一步拓展，数字时间《本色中国》VR 项目在全国多地建立合作

代销渠道，进一步扩大在虚拟现实领域影响力；兰阇公司瞄准市场需求，从版权资源开发延伸到

新媒体整体服务，营收较快增长；匠声公司推出的有声剧《九皇叔》等市场反响热烈，播放量持

续攀升；影视公司参投拍摄的电视剧《破冰行动》在多个平台热播；“共享书亭”项目落地实施

60 处，纳入《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攻势作战方案（2019-2022）》；BCMIX取得了腾讯全线 IP 形象授

权，开拓了新的合作领域。 

（四）积极探索资本市场，投资板块收益增长较快 

公司在发展主业的同时，积极布局资本市场。2016 年公司通过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上海证大喜

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投资基金进行了第一次现金分配，公司获得本金及收益 1.2 亿

元，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收益。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围绕文化业务板块进行资本运作，推进传统出版

与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文化金融新生态。 

（五）牢固树立“三个安全”意识，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公司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党建工作重要内容，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

建立覆盖全部内容业态的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制，定期研判情况、排查风险，全面提升全员政治素

养和导向意识。为确保经营安全，公司强化资金调度、财务管理、预算审计等要害工作，重点加

强了对外地子公司的运营监管。为确保生产安全，公司加强专业检查、指导，落细落小落实各级

责任，建立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此外，公司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以进一

步提升公司流程管控、资源整合和优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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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随后，于 2017 年 5月 2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财政部要求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上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照规定对期初数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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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为达                                                                                                                        

                                                           2019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