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29                                                  公司简称：城市传媒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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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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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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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群 因公出差 杨延亮 

 

3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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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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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在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及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以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股本总数 702,096,01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4,251,521.20 元。本年度

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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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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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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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32-68068888 0532-680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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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城市传媒主要从事图书、期刊、电子音像等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业务以及新兴媒体的开发运营

业务，属于出版传媒行业。公司在突出主业的同时积极加快向新媒体、新业态领域的转型升级，

是具有区域竞争优势和本土亲和力的城市特色出版传媒公司，2015 年 9 月公司通过重组方式登陆

资本市场。 

    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城市特色的市场化出版模式，实现了文化、市场、资

本和科技要素在出版平台上的聚合发展。目前，公司旗下拥有青岛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青岛新

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等 18 家控股参股公司，是覆盖出版物出版、发行、物流等业态，集编、印、

发、供、贸于一体，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出版企业。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了青岛城市传媒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等 2 个影视业务公司，组建了混合所有制的青岛数字时间文化传媒公司等 3 个新媒

体业务公司，增加了影视业务板块，强化了新媒体板块，产业布局进一步创新，产品结构进一步

优化，公司逐渐成为功能跨媒体、产业多元化、出版业态齐全的出版传媒企业。 

（2）行业情况 

    2016 年 8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5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5 年

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21655.9 亿元，同比增长 8.5%；利润总额 1662.1 亿元，

同比增长 6.3%。总体来看，2015 年新闻出版产业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呈现出服务大局能力持续提升，图书出版结构进一步优化，数字出版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等

特点。 

    根据 Wind 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前三季度的出版行业增速为 9.74%，大于 2015 年前三季度

的行业增速 7.74%；在利润层面，2016 年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速为 8.31%，同比 2015 年第三

季度 15.64%有所下滑。显示出受新媒体内容及渠道的多维度影响，出版行业公司利润增速承压，

略有下行。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2.72 万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1%。

文化消费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15 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760.1 元，

年均增长 14.8%。《2015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2015 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同比增

长 12.8%。随着我国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 万元，以及教育消费升

级，个性化、时尚化、体验式文化消费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文化消费仍有很大潜力。 

    出版传媒行业具有一定行业壁垒和地区壁垒，现金流比较健康，终端消费习惯转变节奏可控，



后期有望受益于二胎红利。同时，出版传媒企业作为最主要的 IP 源头，随着产业链的日益完善，

也有望受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行

业法律法规为出版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供了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同时，《关于国有控股混

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为国有出版企业加强党的领导、探索股权激励

机制，创新考核方式等工作提供了指引和依据。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策鼓励，还是自下而上发展

需求，传统出版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实践层面，2016 年是传统出版企业大力转型拓展的一年，出版企业在资本运作层面、业务

拓展层面、融资手段层面均实现了多项突破，例如多家公司在 IP 产业链开发、教育信息化、幼教

等领域延伸，在影视、云服务等新兴产业拓展，推进手游开发及分发业务等。这些通过体制机制

创新、实现外延式发展的出版上市企业，整体运营质量较好，显示出出版企业较强的转型开拓能

力。这些出版企业的成功案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也为整个行业 2017 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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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1,839,053.42 2,632,720,614.02 9.84 1,852,422,261.46 

营业收入 1,773,881,912.39 1,538,904,356.30 15.27 1,390,359,38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2,091,277.84 233,311,878.84 16.62 194,981,49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4,040,742.86 218,762,732.98 16.13 178,462,55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116,329,046.78 1,915,448,688.23 10.49 1,278,686,81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9,833,266.58 291,112,880.39 23.61 183,948,60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75 0.6059 -36.05 0.86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75 0.6059 -36.05 0.8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54 15.25 减少1.71个百分

点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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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60,930.90 463,440,166.69 361,469,465.77 565,911,34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771,329.55 61,947,356.57 33,513,793.40 120,858,79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5,188,699.86 61,474,882.35 32,604,505.27 104,772,65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912,004.18 187,966,829.74 -49,224,793.45 288,003,2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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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5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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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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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 

  372,876,591 53.11 237,289,341 无   国有法

人 

青岛出版置业有限

公司 

  35,034,590 4.99 35,034,590 无   国有法

人 

青岛产业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14,952,210 2.13 0 未知   国有法

人 

山东鲁信文化产业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461,485 1.77 0 未知   国有法

人 

罗予频   7,000,000 1.00 0 未知   未知 

青岛国信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6,797,174 0.97 0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3,143,511 0.45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2,668,519 0.38 0 未知   未知 

朱善永   2,064,554 0.29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盈转

型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9,920 0.23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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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存在关联关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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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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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4 亿元，同比增长 15.27%；实现利润总额 2.82 亿元，同

比增长 17.76%；净利润 2.79亿元，同比增长 17.3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亿元，同

比增长 16.62%，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 3.60 亿元，与上年同期 2.91 亿元相比增长

2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4%，同比减少 1.71个百分点。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64%，同比减少 1.66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0.3875 元，扣非后每股收益 0.3618 元。经

营质量不断提升。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28.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1.1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9%。资产保值增值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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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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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详见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八、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 

新设子公司全称 
注册资本（人民

币万元） 
投资主体 

认缴出资额（人

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青岛星之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5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600 48% 

青岛数字时间传媒有限公司 30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180 60% 

烟台城市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20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102 51% 

青岛城市传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1000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100% 

喀什城市传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5000 
青岛城市传媒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5000 100% 

青岛书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 青岛出版社有限公司 510 51% 

北京兰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50 青岛出版社有限公司 150 60% 

青岛匠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0 青岛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 8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孟鸣飞 

2017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