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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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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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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度实现净利润 406,087,629.89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2,590,289.28 元，2016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381,618,476.80 元。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进行当

中，募集资金项目资金未到位前资金需求较大，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

配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公司2016年度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请详见公司2016年年

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四)报告期内盈利且母公司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为正，但未

提出普通股现金利润分配方案预案的，公司应当详细披露原因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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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出版 600551 科大创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红 卢逸林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

版传媒广场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

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时

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63533050 0551-63533053 



电子信箱 zhengquan@press-mart.com luyl@press-mar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23 家，其中 9 家出版社、4 家印刷厂，主

要经营图书、期刊、全媒体出版策划经营及印刷复制、传媒科技研发、股权投资等业务。公司拥

有全国第一家至今唯一的获得出版权的跨地区出版企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全国第

一家设在上海自贸区的出版企业——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公司，拥有全国出版集团首

家出版传媒专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出版传媒业工程硕士培养点。 

2.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出版业的使命在于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传播正能量的思想信息，传承优秀文化，公司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做好资源聚集，发力品牌打造，核心竞争力

不断提升。 

1.坚持双效统一，用精品力作铸就时代品牌 

公司始终坚持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主题，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根系，弘扬先进

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打造时代精品、引领审美风尚，策划出版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优秀产品。社会效益的增强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公司有教育社、少儿社、美术社、黄山社等

4 家出版社进入全国专业出版社前 10 强，教育社、少儿社等 2 家出版社进入全国出版社前 30 名。 

2.促进转型升级，始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变革力量 

公司始终坚持“做强主业、做大产业”，发展多元产业，推进跨界融合。2016 年以来，公司

紧紧抓住“文化+”、“互联网+”和“金融+”这三个方面叠加的机遇，向上下延伸、向前后拓展、

向左右学习，在全产业链上发力，在转型升级上突破，各业务板块均取得长足发展。 

公司积极创新出版的内容表现形态和产业形态，时代教育在线、时代书香网、时光流影、时

代漫游公司的幼儿教育等平台成效初现，时代商城、时代昆曲、安徽省公共养老信息服务平台等

项目稳步推进。围绕文化融合发展，整合资源和渠道，积极培育若干个产业子集团。 

3.用中国故事温暖整个世界 

“走出去”是公司的优势所在，也是公司鲜明的名片。坚持把“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

音、弘扬中华文化”作为使命和追求，实现从出版“走出去”到文化“走进去”，从产品出口、文

化贸易到价值观输出、文化交流互动。截至目前，公司“走出去”业务辐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输出版权 4000 余种，在俄罗斯、波兰、黎巴嫩等均设有经营实体。 

公司把版权作为提高出版竞争力、抢占竞争制高点、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在



全公司范围内形成尊重版权、保护版权、善用版权的良好氛围。目前，公司积累的版权资源达数

万种。“十二五”期间，《中国梦》《中国道路》《小康之路》等 49 个项目先后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徽州文化丛书》等 400 多种版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

施落地。 

4.加强规范管理，把企业发展建立在制度的框架内 

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积极构建有文化企业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一

方面，将新的发展理念体现到企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中，推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

内部激励和约束相结合，探索既体现文化企业特点、又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形式和

经营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导向管理，严格激励考核，全面提质增效，不断

增强实力、活力、抗风险能力，更好地发挥控制力、影响力。 

5.坚持资本运作，助力主业发展 

公司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平台，拓展产业资源，灵活调度自有资金，广泛寻找投资机会，参股

的东方证券、读者传媒、贵阳银行和华安证券均已上市，投资收益屡创新高，2016 年获得投资收

益 1.076 亿元，同比增长 38.61%，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未来公司将继续外联内合，以投

资拓平台、创效益，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大力支持主业发展，进一步提

高出版主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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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7,649,830,368.05 6,850,517,173.17 11.67 6,165,642,175.46 

营业收入 6,766,605,873.15 6,021,122,848.89 12.38 5,363,738,784.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02,590,289.28 393,018,303.70 2.44 389,904,514.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3,009,917.32 281,367,850.13 -13.63 322,837,904.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99,735,370.40 4,210,423,850.83 21.12 3,665,570,841.3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262,141,486.03 437,138,744.59 -40.03 409,031,477.63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959 0.7770 2.43 0.770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959 0.7770 2.43 0.770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65 10.36 减少1.71个百分

点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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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039,127.42 1,691,568,050.51 1,232,786,564.04 2,314,212,13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2,873,823.52 121,864,174.05 68,869,710.10 98,982,58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01,058,235.38 105,376,333.81 60,871,825.89 -24,296,47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0,101,319.32 171,430,427.59 -112,258,294.38 673,070,6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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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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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0 287,240,224 56.79 0 无   国有法人 

中科大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4,584,625 26,899,106 5.3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9,039,400 1.79 0 未知   国有法人 

合肥科聚高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0 7,569,216 1.50 0 未知   国有法人 

崔亚娜 7,156,384 7,156,384 1.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移动互联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5,848,710 1.16 0 未知   未知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05,278 4,505,278 0.89 0 未知   未知 

陈新福 902,362 3,196,997 0.6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安徽省信息技术开发公

司 

0 3,113,236 0.6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44,300 2,944,300 0.5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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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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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67.67 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03 亿元，比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12.38%和 2.44%。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一、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章节。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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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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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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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教育社 100.00 - 

2 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教育网络 - 100.00 

3 安徽红蜻蜓杂志社 红蜻蜓 - 51.00 

4 安徽青苹果杂志社 青苹果 - 100.00 

5 时代迈迈教育出版传媒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迈迈 - 51.00 

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社 100.00 - 

7 安徽科技音像有限公司 科技音像 - 100.00 

8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艺社 100.00 - 

9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儿社 100.00 - 

10 北京时代尚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尚联文化 - 64.00 

11 安徽时代少儿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少儿书店 - 55.00 

12 时代紫荆（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时代紫荆 - 65.00 

13 安徽美术出版社 美术社 100.00 - 

14 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华印 - 100.00 

15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艺品 70.00 30.00 



16 黄山书社 黄山社 100.00 - 

17 安徽人民出版社 人民社 100.00 - 

18 安徽时代人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时代文化发展 - 100.00 

19 安徽画报社 画报社 100.00 - 

20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新媒体 100.00 - 

21 安徽时代新跨越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新跨越 - 51.00 

22 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漫游 10.00 90.00 

23 安徽铭品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铭品泰 - 51.00 

24 合肥时代漫游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漫游科技 - 70.00 

25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印刷 95.48 1.96 

26 安徽省新德国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德印务 - 100.00 

27 安徽新华票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票证 - 100.00 

28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新华印务 - 60.00 

29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杏花印务 - 51.00 

30 安徽新华印刷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华技服 - 100.00 

31 合肥市华丰印务有限公司 华丰印务 - 55.00 

32 安徽时代出版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发行 100.00 - 

33 安徽时代可一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可一 - 50.00 

3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华文书局 100.00 - 

35 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创新科技 100.00 - 

36 安徽时代创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新物业 - 100.00 

37 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中科中佳 - 75.00 

38 安徽时代中佳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佳科贸 - 51.00 

39 安徽时代聚能技术有限公司 时代聚能 - 65.00 

40 安徽时代辐化有限公司 时代辐化 - 100.00 

41 安徽唐科贸易有限公司 唐科贸易 - 100.00 

42 安徽时代文化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创业园 - 100.00 

43 时代出版传媒投资研发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研发中心 72.60 - 

44 上海市中科大进修学院 上海进修学院 - 100.00 

45 上海大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科物业 - 51.00 

46 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时代国际 100.00 - 

47 合肥时代教育职业培训学校 职业培训学校 100.00 - 

48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印刷物资 100.00 - 

49 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物资 - 80.00 



50 安徽旭日光盘有限公司 旭日光盘 98.67 1.33 

51 安徽美好时代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美好时代 72.73 - 

52 合肥时代教育培训学校 教育培训学校 100.00 - 

53 时代少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少儿发展 100.00 - 

54 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少儿国际 - 100.00 

55 时光流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光流影 95.00 5.00 

56 安徽时代印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印投 100.00 - 

注：“合肥优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6 年更名为“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

时代艺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更名为“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时

代雅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6 年更名为“安徽美好时代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①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时代少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少儿发展 投资设立 

2 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少儿国际 投资设立 

3 时光流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光流影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4 安徽时代印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印投 投资设立 

②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北京云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云景文化 股权处置 

 

 

 

                                                 

                                                    董事长：王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