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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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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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本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5 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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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传媒 600373 鑫新股份、*ST鑫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剑波 赵卫红 

办公地址 
中文传媒大厦（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

新区学府大道299号） 

中文传媒大厦（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

新区学府大道299号） 

电话 0791-85896008 0791-85896008 

电子信箱 zwcm@600373.com.cn zwcm@600373.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书刊和音像电子出版物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等传统出版业务；

国内外贸易和供应链业务、现代物流和物联网技术应用等产业链延伸业务；新媒体、在线教育、

互联网游戏、数字出版、影视剧生产、艺术品经营、文化综合体和投融资等新业态业务，是一家

具有多介质、平台化、全产业链特征的大型出版传媒公司。 

（二）业务经营模式 



1.出版业务 

主要包括一般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数字出版物、教材、教辅的编辑

出版。公司所属出版单位，围绕各自的出版专业定位，策划组织内容并组稿，按专业出版流程完

成出版工作，并通过相关营销渠道对外销售。 

2.发行业务 

主要包括教材教辅发行和一般图书、报刊等发行业务、电子产品销售、教育服务、物流配送、

文化综合体运营等业务。公司所属相关经营实体通过连锁经营、电子商务、团供直销等方式，开

展相关产品的销售经营和相关服务的承接运营。 

3.印刷包装 

主要从事教材、教辅、一般图书、报刊、票据、包装品等的印刷。公司所属印刷企业通过承

接公司所属出版企业订单以及社会订单的方式开展相关业务。 

4.物资贸易业务 

主要从事纸张、油墨、印刷设备等出版物资及文化产业相关产品的采购贸易。公司所属经营

企业通过市场化机制，以公平交易为前提，为公司所属企业提供出版生产所需物资采购服务，也

同时为社会第三方提供相关物资贸易服务。 

5.游戏业务 

自主研发、运营手机游戏业务，代理运营其他手机游戏企业的产品；主要专注于海外市场开

拓。 

6.影视业务 

通过主投与参投相结合的方式，从事电视剧、电影的制作、发行等相关服务业务。 

7.艺术品业务 

主要包括书画、陶瓷和文创产品的经营等。公司旗下相关企业主要通过生产、收藏和经营相

关艺术品，获取增值部分价值。 

8.新媒体业务 

主要包括在线教育、数字出版以及其它新媒体业务拓展等。公司所属企业通过基于互联网平

台的内容开发、运营，相关产品代理运营等，获取相应收入。 

9.投资业务 

主要包括通过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通过基金运营管理参与创业项目投资等。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的出版传媒行业总体上属于传统行业。盈利能力受国家相关行业政策、税收政策以

及纸张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因素影响较大。随着互联网出版的不断发展、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

推进以及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的升级，传统出版转型升级加速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

成为行业主流趋势，行业整体呈现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发展态势。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到“十三五”末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2018 年 10 月，江西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江西文化综合实力全面提升，文化产业成为重要支柱性产业，成为在全国具有较

大影响的文化强省。这些规划和实施意见将有利于出版传媒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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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3,725,530,085.65 20,480,659,317.47 15.84 18,856,419,515.86 

营业收入 11,512,673,966.97 13,306,047,613.81 -13.48 12,775,837,643.3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19,109,312.37 1,451,741,539.44 11.53 1,294,674,067.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62,760,013.00 1,361,045,474.05 7.47 1,271,558,200.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289,481,741.81 12,193,382,251.20 8.99 11,007,046,125.8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05,766,690.68 1,503,187,128.83 73.35 2,357,234,262.4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8 1.05 12.38 0.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8 1.05 12.38 0.9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2.77 12.49 
增加0.28个百

分点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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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905,504.53 3,156,853,629.03 2,981,144,389.34 2,523,770,444.07 

归 属 于 上 450,675,146.70 401,399,059.43 354,711,898.29 412,323,207.95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净利润 

441,111,531.66 350,342,422.26 360,977,246.51 310,328,812.57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351,526,125.84 410,525,259.11 -2,973,135.73 2,549,740,6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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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8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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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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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0 755,541,032 54.83 0 无   
国有

法人 

厦门枫沐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9,178,062 69,178,062 5.02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982,361 49,397,767 3.58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1,700,000 21,505,601 1.5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5,260,200 1.11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059,088 14,595,812 1.06 0 未知   未知 

深圳前海厚润德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厚润

德小市值三期私募投

资基金 

-3,323,000 9,658,400 0.7 0 未知   未知 

江西博能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8,800,018 0.64 0 质押 8,8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

零二组合 
6,698,769 7,834,269 0.57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

组合 
30,000 7,194,155 0.52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出版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2.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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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按照年初确定的“管理提升、优质发展”的总体要求，努力推进实施了重大出

版工程、内部资源整合、智明星通挂牌新三板、推进新华壹品转型、理顺教材教辅工作机制、推

进新媒体新业态布局、建设现代出版传媒产业基地、实施事业部制、项目部制、工作室制机制改

革、推进组建财务公司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开创了以抓重点项目推动融合创新、转型

升级，以抓项目落实推动观念更新、作风转变，以抓督导督办推动责任担当、管理提升的经营工

作新局面，并取得良好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9亿元，同比增长 11.53%；扣非后归母

净利润 14.63亿元，同比增长 7.47%。其中：智明星通合并层面归母净利润 7.38 亿元，对公司利

润净贡献同比增长 4.45%。公司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 26.06 亿元，经营质量、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1.18元，同比增长 12.38%,扣非后每股收益 1.06元,同比增长

7.0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7%，同比增长 0.28个百分点。销售净利率 14.13%，同比增长

3.22个百分点，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13亿元，同比下降 13.48%。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237.26 亿元，同比增长 15.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89亿元，同比增长 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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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365,569,419.8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01,027,889.33 

应收账款 1,435,458,469.48 

应收利息 23,402,424.31 

其他应收款 247,305,383.83 应收股利 0.00 

其他应收款 223,902,959.52 

固定资产 1,363,286,598.46 
固定资产 1,363,286,598.46 

固定资产清理 0.00 

在建工程 92,753,683.44 
在建工程 92,753,683.44 

工程物资 0.00 

应付票据 558,332,799.9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34,373,683.90 

应付账款 1,376,040,883.96 

应付利息  21,024,865.25  

其他应付款 431,361,157.22 应付股利  19,254,847.55  

其他应付款 391,081,444.42 

长期应付款 10,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10,000,000.00 

专项应付款 0.00 

管理费用 2,022,598,061.18  
管理费用 1,067,279,892.25 

研发费用 955,318,1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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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二级子公司如下表： 

序号 合并范围 持股比例（%） 

1 江西教材经营有限公司 100.00 

2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4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6 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7 江西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8 江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序号 合并范围 持股比例（%） 

9 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70.00 

10 江西中文传媒教辅经营有限公司 60.00 

11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2 江西新华印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3 江西蓝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14 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15 北京东方全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00 

16 江西省报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7 江西晨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8 江西中文传媒艺术品有限公司 100.00 

19 中文传媒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00 

20 江西红星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1 江西中文传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2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99 

注：江西红星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西新媒体出版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印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报告期纳入合并单位的二级公司没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