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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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新传媒 60180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文胜（代） 贾红 

电话 0551-62661323、62634712 0551-62661323、62634712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北京路8

号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北京路8

号 

电子信箱 ir@wxm.com ir@wx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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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6,502,226.47 13,170,880,326.75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046,834,908.21 10,020,072,970.5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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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252,961.82 142,065,070.07 145.84 

营业收入 4,435,309,238.08 4,376,953,785.92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33,058,429.32 873,514,482.51 -5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1,570,506.11 409,027,884.59 -6.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8 9.28 减少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4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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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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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54.95 1,092,968,865  无  

新华集团－国泰君安－16

皖新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 

国有

法人 

15.58 310,000,000  无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6.27 124,640,00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17 23,220,117  无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未知 0.94 18,612,521  无  

浙江浙旅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82 16,320,481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80 16,002,600  无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未知 0.76 15,161,173  无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华

宝信托－华宝－银河 1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44 8,654,024  无  

招商财富资管－招商银行

－海南首泰融信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0.43 8,460,236  无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中

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未知 0.43 8,460,23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安徽新华

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行了 2016年可交换债券，

将持有本公司 310,000,000股标的股票划入“新华集团

－国泰君安－16皖新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公司未



有资料显示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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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新业态、高质量、可持续、防风险”的经

营工作主题，坚持突出主业、突出质量，坚持守正创新，为公司深度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公司主业收入同比增长 4.14%，主业毛利额同比增长 6.92%,公司主业发展稳步增强。 

（一）积极探索开拓，新业态发展取得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将培育发展新业态作为文化主业转型升级的首要目标，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

深度融合，大力拓展新业态发展领域。 

1、“阅+”新零售体系逐渐形成规模。2019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阅+”共享书店 40 家，目

前已累计开设门店 93家。公司从绘本馆付费会员、门店少儿付费体验区、轻食饮吧等方面对共享

书店进行商业上的创新探索，扩大共享服务内容。并依托城市阅读空间，开展社群电商业务，打

造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利用天猫、京东等成熟电商平台开展线上图书销售，进

一步完善线下线上深度融合的全渠道营销网络。  

2、智慧教育服务体系快速落地。报告期内，智慧学校项目共中标 7个，累计中标金额约 3,646

万元；自适应数字教育产品“皖新十分钟学校”已覆盖安徽省内 65个县市、118 所学校；美丽科

学教育解决方案正式版本上线发布，完成了集数字资源平台和纸质融媒体出版物的“1+2”产品体

系研发，覆盖全省建立了 20所系统化应用的示范校，并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拓展学校新用户，

上线两个多月平台注册学校突破 2,000所、注册教师用户突破 3,600人。 

3、游戏市场逐步切入。公司自主开发知识产权的“方块游戏”单机游戏平台准确把握用户喜

好，获得日本 F 社世界级 3A 大作《只狼》除日本以外的亚太区域独家代理发行权，2019 年上半

年销售 32.4万套，实现收入约 6,833万元。 

（二）持续巩固提升，主业发展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聚焦主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主动缩减低毛利的商品贸易业务规

模，公司主业发展进一步增强。 

1、文化消费。公司坚守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落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系列活动，立足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发行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将强化思想引领

与推动企业发展相结合，全力组织落实党政读物及主题教育图书产品的发行工作。报告期内，《第

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发行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安徽省累计征订 119.6 万册。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业务，由公司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六安图书馆项目于 2019年 6月 30 日试营业，首创全

国新一代公共图书馆建设运营新模式。打造高覆盖率、互联、互通、互动的皖新“共享读书会”

品牌，以物联网、云平台为核心技术，通过将智能借还书设备投放到机关单位、社区街道，提供

24H便捷的自助借、还、购书服务，打通图书到读者的最后一公里。 



2、教育服务。公司不断升级教育服务融入行动，持续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负责编制的《中

小学教科书发行服务标准》通过出版物发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评审，成为全国该领域内首个

行业标准。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矩阵，研学教育规模继续扩大，2019年上半年累计服务学校

561所、学生 13.3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6,000 万元。聚焦职业教育领域，通过控股公司与

历史悠久的职业教育资源供应商德国客尼职业技术教育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拟将德国“双元制标

准”职业教育体系完整引入安徽。控股公司安徽沃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成功在安徽

省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挂牌（企业代码：612113）。 

3、现代物流。在文化物流主业基础上，经营拓展多业态实体业务，不断调整供应链业务结构，

从传统文化物流、家电电子物流业务向民生行业、快销品行业供应链一体化业务拓展，物流及供

应链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7%；第三方物流持续创新管理、优化流程、升级作业设备，推动业务提

质增效，顺利通过了“AEO高级认证企业”认证。 

（三）聚合优质资源，金融资本助力企业发展 

公司聚焦文化教育主业投资布局，以金融资本融合驱动产业成长。报告期内，公司与合肥包

河文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安徽皖新卓越文创科教产业基金，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主要投资于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和教育领域，通过基金投资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助力公

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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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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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通知》内容，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

变更。 

2、财政部于 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施行，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企业施行。 

公司将自 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

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 2018年度总资产、净资产、损益等无影响。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统一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

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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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