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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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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朱亮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薛国庆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01,294,74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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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闻传媒 股票代码 0007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日 邱小妹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传真 0898-66254650 66255636 0898-66254650 66255636 

电话 0898-66254650 0898-66196060 

电子信箱 board@000793.com board@00079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传媒业务的经营，独家承担《证券时报》、《华商报》、《新文化报》、《华商晨报》、

《重庆时报》等经营业务的经营管理，独家承担国际台国内广播频率广告经营业务，提供高端留学咨询服

务及出国英语考试辅导服务，提供手机音/视频业务的内容集成、产品维护、业务营销管理及内容技术性

筛选服务，提供运营商视频内容的分销和推广等服务，提供楼宇电梯广告服务，提供舆情监测、舆情管理

服务，销售动漫产品及提供动漫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3,420,924,616.84 4,571,426,678.25 -25.17% 4,335,548,54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238,074.73 872,806,122.28 -68.24% 837,851,74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94,665.64 750,483,004.02 -90.77% 770,845,86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7,864,762.46 680,584,035.59 -3.34% 822,643,02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7 0.4290 -67.90% 0.4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7 0.4290 -67.90% 0.4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9.52% 减少 6.64%个百分点 10.34%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总资产 15,851,560,825.76 13,402,689,490.45 18.27% 12,818,257,10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62,332,284.63 9,492,873,050.44 2.84% 8,841,668,5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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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9,399,605.02 704,074,990.84 772,985,002.05 1,174,465,01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40,169.76 334,360,243.27 73,045,322.01 -155,307,66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11,277.51 107,551,303.38 68,179,781.60 -133,547,69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205,056.87 153,676,449.35 -64,838,729.34 668,232,099.32 

注：2017 年第四季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计提商誉减值所致。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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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户） 

66,3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户） 

67,46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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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1% 168,239,244  质押 166,590,500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

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6.13% 122,721,037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

－粤信 2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12% 102,561,435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

光 5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92% 78,506,261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

信托·海汇 4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54% 70,926,147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盈

1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04% 60,781,677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

投资 1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95% 59,088,30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 51,491,308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37,954,736 35,486,842 质押 37,740,00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37,349,7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国广资产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7,527,182股（占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15.37%），其中：国广资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8,239,244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8.41%），通过"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 78,506,26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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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92%），通过"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永盈 1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 60,781,677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3.04%）。常州煦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直接或间接通过前

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三只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62,524,407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8.12%），其中：通过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22,721,037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 6.13%），通过"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30,515,33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52%），通过"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鲲鹏资产管理计

划"持有公司股份 9,288,038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46%）。除

国广资产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号单一资金信托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盈 1号单一资金信托"存在关联

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三只

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均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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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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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我国经济取得重大转折性成就，经济下行趋势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各行各业发展呈不均衡态

势。传媒行业整体上处于内部结构的调整阶段，从传统媒体占据主流逐渐演变为新媒体唱主角。公司按照

年初确立的“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和监事会的有效监督下，公司将进一步巩固阵地，深挖潜力，克艰

攻难，确保主业持续发展，推动资产整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进业务转型，蓄积新的增长动力，打造

新的利润增长点，创造可持续价值，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致力打造互联网平台

型传媒集团”的经营管理思路，顶住压力，克服困难，紧抓机遇，力求创新，推进转型。 

（一）时报传媒受益于一级市场的发展，IPO发行密集，2017年业绩保持稳步增长；上市公司常年信

息披露收入受市场扩容影响继续保持增长，带动客户群体量进一步增大；基金常年信息披露收入得益于基

金扩容后常年合作数提升继续保持增长；通过举办券商、信托、银行、保险、期货及私募等金融行业的品

牌推广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并通过扩充增值服务产品线，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拉动了商业广告业

务的发展。 

（二）华商传媒面对传统媒体市场持续下滑的严峻形势，2017年的运营工作按照“利润优先、严控成

本、共享成果、有效激励”四个原则，以及“分步突围，务实前行”的操作思路，继续压缩传统业务成本、

转化资源、强化影响力，同时加大主攻创新业务力度，强力推进转型业务，华商传媒管理层及全体员工迎

难而上，努力克服市场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年的总体运营态势好于预期，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三）国广光荣通过加强与国际台、国广控股的合作，持续获取新增国际台广播频率独家广告经营资

源，有效应对了近年以来互联网等新媒体广告形态所形成的竞争与冲击。截至2017年12月底，国广光荣除

已获得的国际台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等直辖市或一线大

城市落地的8个规划频率之外，还获取到国广频点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通过与全国部分省会地区广

电机构商业合作，在上海、成都、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区的节目合作频率的独家广告经营资源，拓展了

经营发展空间。 

（四）澄怀科技在出国留学及英语考试培训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加大游学、考试培训、实习培训

等留学衍生服务项目的宣传及推广力度，取得了成果；同时，澄怀科技自2015年开始大力开展太傻互联网

广告发布的平台优势，针对太傻网用户集中度高、用户属性高度一致性的特点，开展以互联网游戏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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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推广及游戏联运业务，2016年至2017年澄怀科技在互联网广告业务方面取得突破。 

（五）国视上海2017年全年的移动运营商视频业务继续延续了2016年持续下滑的趋势，在分省及自营

业务上大幅度扩张自有品牌业务规模，并进一步缩小牌照方合作业务的占比。直接导致与视频牌照方有关

的合作业务整体规模、整体收入大幅下降。同时，基于中国移动自身市场发展策略侧重点为内容，逐渐形

成与牌照方及内容合作方以视频内容合作为主线的合作形态。虽然国视上海仍然保持着牌照方合作分成占

比继续排名领先的地位，但由于整体业务规模收缩，业务收入远远没有达到规模继续上升的预算预期。截

至2017年12月，国视上海实现包月用户数为174.86万人。 

（六）掌视亿通深化视频计费业务渠道，2017年采购31部卫视同步电视剧，4部暑期档片库电视剧，

62部院线电影（其中26部欧美经典获奖电影），2部同步网络大电影。流量营销事业部全年共签署广告主

88家、媒体39家，上线金融产品38款，网服类产品16款，游戏类8款，同产品投放不同渠道高达20款以上。 

（七）国广华屏本着锁定“信息孤岛”这一特殊场景，为场景用户提供手机电视服务的宗旨，加速场

景覆盖，并不断优化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同时深入产业合作，通过资源整合打造全新的跨

网络融合新媒体平台。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国广华屏手机电视业务覆盖目标用户近2万人/月，由于卫星

波束覆盖问题（客户端只在亚9-西下有信源），业务转化率为8.01%；在可运营船只下，付费转化率为14.39%，

付费成功率为42.48%。共向434艘船只发出设备，已安装384艘；覆盖2个海外工地。 

（八）精视文化启用了新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对各城市的广告版位、销售、收款管理进行了归集，进

一步完善了楼宇管理系统；受行业内竞争加剧，另有国内整体市场不景气，造成销售业绩有了一定的下滑；

再因北方城市持续亏损，难以有效措施改变，精视文化进行了战略性收缩。截至2017年12月31日，精视文

化楼宇广告版位总数为近5万个。 

（九）邦富软件在业务发展方面围绕拓展服务市场和对已有客户深度挖掘做大项目的方向发展；产品

质量管理方面已获得多项资质，先后通过CMMI5、ISO9001、ISO20000、ISO27001、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认证，2017年度共获得8项产品的软件著作权；受业务单一、行业竞争及内部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本期

业务大幅度下滑。 

（十）漫友文化图书出版业务在2017年由于宏观环境导致平面出版行业整体下滑的趋势下，全年整体

规模和盈利能力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在动漫展会业务展览面积、参展商数量、展会收入及活动口碑等各方

面都获得突破，保持了华南地区第一，全国第二的地位；漫友文化组建专业IP孵化团队，主创项目继续获

得各大漫画阅读平台及粉丝热烈追捧。 

（十一）上海鸿立、鸿立华享一方面继续坚持专业化投资，对重点产业深耕细作，另一方面加强已投

项目管理，做好项目退出回收工作。2017年上海鸿立、鸿立华享重点投资Pre-IPO阶段的成熟企业，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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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立投资浙江博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鸿立已投资且未退出项目21个；鸿立华享

投资浙江博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夜光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德天运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昀光微

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鸿立华享已投资且未退出项目11个。 

（十二）房地产业务。公司子公司做好其开发的“新海岸1号”项目销售及维护工作；坚持业主至上，

严格物业管理，做好环境维护，保证小区品质。积极推进海南澄迈华侨农场项目土地开发的前期工作，修

建项目外围通行道路，并推动项目入口路、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工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信息传播服务业 2,060,111,611.23 1,013,424,482.38 50.81% 5.68% 11.97% 减少 2.76个百分点 

印刷 120,573,284.34 113,326,674.56 6.01% -3.69% -0.65% 减少 2.87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及配送 524,537,940.46 430,456,990.59 17.94% 10.23% -0.61% 增加 8.95个百分点 

其他代理业务 36,830,180.42 34,726,905.60 5.71% -57.83% -49.72% 减少 15.20个百分点 

出国留学咨询及相关业务 46,339,687.34 34,149,872.67 26.31% -56.23% -57.08% 增加 1.47个百分点 

管道天然气 117,319,207.61 94,669,873.56 19.31% -71.09% -68.32% 减少 7.04个百分点 

燃气用具 7,547,577.27 5,022,745.81 33.45% -78.13% -76.28% 减少 5.20个百分点 

液化气 7,695,144.42 7,328,830.01 4.76% -59.38% -58.46% 减少 2.09个百分点 

燃气管网施工及安装 35,274,736.19 22,590,865.20 35.96% -83.82% -85.80% 增加 8.98个百分点 

视频信息服务 304,686,266.06 174,573,779.32 42.70% -2.60% 101.10% 减少 29.55个百分点 

销售硬件、软件及提供服务 25,871,996.21 12,729,701.51 50.80% -83.97% -33.03% 减少 37.42个百分点 

漫画图书、期刊及周边产品 48,249,429.99 37,574,677.01 22.12% -29.86% -19.12% 减少 10.35个百分点 

动漫类服务 21,613,684.70 15,112,094.83 30.08% -31.01% -12.68% 减少 14.68个百分点 

房地产销售 24,811,498.51 14,928,908.31 39.83% 5.31% -3.69% 增加 5.63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收入 39,462,372.09 14,902,212.04 62.24% 22.75% -16.46% 增加 17.7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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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同比

变动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342,092.46 457,142.67 -25.17% 

营业成本 202,551.86 288,466.58 -29.78% 

主营业务毛利 137,084.58 167,245.11 -18.03% 

营业利润 56,586.81 120,800.22 -53.16% 

利润总额 57,865.71 123,461.77 -53.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723.81 87,280.61 -68.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9.47 75,048.30 -90.77% 

本年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部分子公司业绩下降并计提商誉减值68,883.50万元

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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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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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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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

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

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主要影响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

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增加列示。 

2017年度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385,975,849.74元，列示终止经营

净利润金额37,294,913.29元；2016年度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

1,041,528,563.61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金额-790,468.68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2017年度调减营业外收入3,377,887.18元，调增其他收益

3,377,887.18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

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

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017年度调减营业外支出3,409,835.63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3,409,835.63元；2016年度调减营业外收入1,383,092.15元，调减

营业外支出805,279.06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577,813.09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期新增合并单位7家，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增加原因 设立日期 

1 山南国广风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7年2月 

2 南京精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7年3月 

3 常州精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7年3月 

4 天津掌视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7年4月 

5 成都精视框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7年6月 

6 西安二三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7年6月 

7 海南华闻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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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减少合并单位24家，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减少日期 注销或转让 备注 

1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 万宁民生燃气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 陵水民生燃气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 海南民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5 海口民生燃气管网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6 海南燃气用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7 海南民益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8 海南民生公用管道检验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9 海南民生商贸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0 海南民享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1 华闻智云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2 华闻优朋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3 海南民生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4 咸阳华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4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5 沈阳华创众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17年4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6 重庆爱达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7 重庆爱达无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7年4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8 西安华商盈众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年4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9 重庆爱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7年5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0 重庆爱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5月 转让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1 重庆盈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6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2 华闻海润影视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2017年9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3 华闻爱视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7年9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4 西安华商盈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2月 注销 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说明：西安华商盈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已取得税务注销核准通知书，截至2017年12

月31日止，正在申请工商注销，因此2017年在税务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汪方怀（签字）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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