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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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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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克文 工作原因 朱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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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 304,460,330.91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0,192,307.67 元，2017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502,167,673.25元。拟以公司 2017年末总股本 505,825,2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股利 1.79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9,054.27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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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1-635336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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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拥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23 家，其中 9 家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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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体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请详见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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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2015年 



增减(%) 

总资产 6,741,398,688.91 7,649,830,368.05 -11.88 6,850,517,173.17 

营业收入 6,606,508,717.70 6,766,605,873.15 -2.37 6,021,122,848.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0,192,307.67 402,590,289.28 -25.43 393,018,303.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204,501.89 243,009,917.32 -78.11 281,367,850.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706,716,706.12 5,099,735,370.40 -7.71 4,210,423,850.8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696,641.11 262,141,486.03 不适用 437,138,744.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935 0.7959 -25.43 0.777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935 0.7959 -25.43 0.777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96 8.65 减少2.69个百分

点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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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000,103.94 1,711,195,419.42  1,348,913,229.24  1,721,399,9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5,970,987.45 37,174,769.15  76,227,285.76  70,819,2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10,377,678.29 21,739,211.61  60,373,164.87  -139,285,552.8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67,643,287.45 85,700,163.33  -388,105,355.71  743,351,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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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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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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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7,369,216 1.46 0 未知  国有法人 

崔亚娜 -76,384 7,080,000 1.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新福 543,554 3,740,551 0.7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176,257 3,329,021 0.66 0 未知  未知 

安徽省信息技术开发

公司 

0 3,113,236 0.6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 

0 2,443,901 0.48 0 未知  国有法人 

焦雪 0 2,376,398 0.4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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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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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66.07 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2.37%；实现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3.00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25.43%。 

为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 2017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全资子公司时代

科技本年度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 15,691.53万元，造成公司 2017年度净利润下降（请详见公司

于 2018年 4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公告》）。本次计提大额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确保公司规范运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调结构成果逐

步显现，出版主业提质增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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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年 5 月 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

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本公司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 2 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7

年 12 月 2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

售资产”行项目、“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

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年

1月 1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

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的相关规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调整。 

由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追溯调整，对 2016年的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处置收益 - 3,327,427.14 

营业外收入 114,189,771.63 109,884,795.40 

营业外支出 3,098,872.68 2,121,3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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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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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画报社 画报社 100.00 - 

19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新媒体 100.00 - 

20 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漫游 10.00 90.00 

21 安徽铭品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铭品泰 - 51.00 

22 合肥时代漫游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漫游科技 - 100.00 

23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印刷 95.48 1.96 

24 安徽省新德国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德印务 - 100.00 

25 安徽新华票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票证 - 100.00 

26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新华印务 - 60.00 

27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杏花印务 - 51.00 

28 安徽新华印刷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华技服 - 100.00 

29 合肥市华丰印务有限公司 华丰印务 - 55.00 

30 安徽时代出版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发行 100.00 - 

31 安徽时代可一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可一 - 50.00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3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华文书局 100.00 - 

33 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创新科技 100.00 - 

34 安徽时代创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新物业 - 100.00 

35 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中科中佳 - 75.00 

36 安徽时代中佳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佳科贸 - 51.00 

37 安徽时代聚能技术有限公司 时代聚能 - 65.00 

38 安徽时代辐化有限公司 时代辐化 - 100.00 

39 安徽唐科贸易有限公司 唐科贸易 - 100.00 

40 安徽时代文化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创业园 - 100.0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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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上海市中科大进修学院 上海进修学院 - 100.00 

43 上海大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科物业 -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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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合肥时代教育职业培训学校 职业培训学校 100.00 - 

46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印刷物资 100.00 - 

47 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物资 - 80.00 

48 安徽旭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旭日文化 98.67 1.33 

49 安徽美好时代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美好时代 72.73 - 

50 合肥时代教育培训学校 教育培训学校 100.00 - 

51 时代少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少儿发展 100.00 - 

52 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少儿国际 - 100.00 

53 时代数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数媒 95.00 5.00 

54 安徽时代印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印投 100.00 - 

55 
深圳时代天和文化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时代天和 99.97 - 

注 1：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注 2：“安徽旭日光盘有限公司”2017 年 2 月 17 日更名为“安徽旭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注 3：“时光流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1 月 27 日更名为“时代数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 4：本公司对时代可一的持股比例为 50%，由于能够控制其经营管理、拥有实际控制权，

因此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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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时代天和文化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时代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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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时代人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时代文化发展 清算子公司 

2 安徽时代新跨越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新跨越 清算子公司 

注：本期新增及减少子公司的具体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