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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7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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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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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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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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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薇 竹鹏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电话 010-67871609 010-67871609 

电子信箱 ir@shengtongprint.com ir@shengtongprin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出版综合服务 

公司为客户提供面向出版全产业链的出版综合服务，除了原有自有产能加工服务，还提供包括创意设计、装桢排版、产

能管理、原材料供应链、图书仓配等全产业链综合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出版综合服务云平台”项目。该项目

在挖掘和聚合出版机构图书产品印制需求和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整合优化生产产能，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统一生产调度和质

量监控，进行标准化生产，满足出版机构的生产需求，有效简化图书生产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充分发

挥互联网平台高效连接、低成本沟通的优势，通过实时交流、在线传输、云端存储、网络跟单等技术改变出版机构与印刷企

业之间传统的沟通模式，适应图书产品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的趋势，提高对出版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 

2、教育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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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致力于培养中国青少年具备面向未来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青少年学习主动性和自我认

知，培养创造性思维，提供满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核心素养要求的教育培训服务和产品。 

公司机器人教育培训服务业务是为青少年提供机器人的设计、组装、编程与运行等培训服务，同时提供海内外多种类型

比赛和人工智能教育相关等级考试。公司课程培养孩子创造性思维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合作能力、数理技术与工程能力、

适应与探索能力、以及思维习惯等多种技能。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直营和加盟。其中，直营模式主要通过在国内一、二线城

市核心城区和其他主要城市设立分/子公司进行本地化经营，加盟模式公司为一、二线城市郊区以及三、四线城市的加盟商

提供特许经营授权、培训服务以及教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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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844,400,596.79 1,403,484,004.75 31.42% 843,448,63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154,213.58 92,544,369.35 34.16% 36,498,95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525,027.95 74,789,964.58 19.70% 21,472,45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45,177.93 -5,399,525.96 -643.49% 150,211,20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29 31.03%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29 31.03%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6% 6.70% 1.16% 5.4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426,033,219.63 2,348,790,745.18 3.29% 1,393,184,14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68,175,520.98 1,536,798,018.18 2.04% 687,199,2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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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981,257.11 471,741,572.98 517,074,222.89 476,603,54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62,539.02 40,276,395.60 21,850,569.79 51,864,70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01,931.90 30,215,934.44 20,702,185.19 31,204,97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354,527.35 27,511,910.23 -33,376,963.52 69,074,4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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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7,84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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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东总数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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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延秋 境内自然人 24.10% 78,255,528 58,691,646 质押 62,600,000 

贾春琳 境内自然人 12.83% 41,672,924 31,254,693 质押 40,810,000 

贾则平 境内自然人 6.92% 22,473,000 0   

周炜 境内自然人 3.68% 11,942,791 11,877,791 质押 8,130,394 

侯景刚 境内自然人 3.60% 11,702,189 11,622,189 质押 7,957,550 

贾子成 境内自然人 3.46% 11,250,000 0   

董颖 境内自然人 2.91% 9,450,000 0 质押 9,450,000 

贾子裕 境内自然人 2.74% 8,910,2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1% 7,191,421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数据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4% 6,286,7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栗延秋女士与贾子裕、贾子成为母子关系，贾春琳先生与贾则平先生为父子关系，与董颖女

士为夫妻关系。除此关联关系外，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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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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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业务的相关多元化布局和发展，将发展战略持续定位在依托出版文化领域的行业地位、客户基础和

核心资源，打造教育、出版文化综合服务生态圈。2018年度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取得较大幅增长。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4,440.06

万元，同比增长31.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2,415.42万元，同比增长34.16%。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布局与发展素质教育产业，以培养青少年具备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素养为使命，积极实践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化融合，以培养创造性思维教育目的，快速实现教育培训业务收入的大比例增长，并通过进行新品类的

研发和原有产品的升级改造、完善赛事体系、等级考试的规划与组织，不断促进业务的多元化和快速发展。 

同时，随着政策的支持与推动，印刷业正在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升级，实现“绿色

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行业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头部企业的优势不断加大。公司作为出版物印刷领域

的领先企业，积极搭建和构造“出版服务云平台”，深入挖掘和聚合客户需求，实现从接单、调度、生产、质量控制到仓储物

流的全流程一体化服务，公司出版服务业务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保持可持续增长。 

 

（一）出版综合服务 

    1．新闻出版产业规模和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全国出

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8,119.2亿元，较2016年同口径增长4.5%；拥有资产总额22,165.4亿元，

增长3.0%；利润总额1344.3亿元，增长2.7%。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印刷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在十三五期间，将实施示范企业提升计划，搭建示

范企业展示交流、技术创新、对接融资的服务平台，积极向有关部门推荐示范企业在规模发展、融合转型和“走出去”等方面

的重大项目。鼓励示范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集约发展，打造若干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品牌和龙头企业。 

    2．出版综合服务业务快速增长，盈利能力稳定增长 

公司在出版综合服务领域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品牌价值不断彰显，各项指标稳健增长，盈利能力不断提升。2018年度

公司出版综合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59,509.43万元，同比增长30.67%，实现净利润7,188.72万元，同比增长13.65%。 

 2018年，公司一如既往地坚持一切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服务品质的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行业

影响力不断增加。公司作为出版文化领域的领头企业，聚集彩色高端出版物市场，以少儿、教育类以及主题出版图书为重点

业务方向。2018年先后承印了多项重要和畅销产品，其中公司承揽人民社《资本论》《习近平讲故事》、学习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30讲》《新时代面对面》、中央党校出版社《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外文出版社《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人民文学《朗读者》、中信出版社《原则》《人类简史》系列，人教社《快乐读书吧》系列等图书。公司连续

4届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在“2018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排名上升至24名。 

客户的认可和行业影响力将推动公司业务不断增长。 

    3．“出版服务云平台”业务实现收入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出版服务云平台”规模快速增长。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印刷生产中心项目入选国家新闻总署认定的《印刷智能

制造示范和试点项目名单》。平台以出版机构和印刷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在挖掘和聚合出版机构图书产品印制需求和变化

趋势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统一生产调度和质量监控进行标准化生产，实现京津冀沪四地生产联动，聚合出版机构

的生产需求，有效简化图书生产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二）教育培训服务业务 

    1．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加快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文件指出，支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工智

能科普活动，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人工智能的科普与推广，全面提高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实施全

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

游戏的开发和推广。支持开展人工智能竞赛，鼓励进行形式多样的人工智能科普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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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在新课标的14门课程中，《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

程标准》和《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中均设置了大量与机器人、编程等相关的课程内容。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加强学生课内外一体化的信息技术知识、技能、应用能力以及信

息意识、信息伦理等方面的培育，将学生信息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完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充实适应信息时代、

智能时代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和编程课程内容。推动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并将信息技术纳入初、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继续办好各类应用交流与推广活动，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全面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2019年2月，教育部发布《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实施学生信息素养培育行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评估模型，启动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测评。推动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

推广编程教育。推动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入应用。继续办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

能力比赛、全国中小学生电脑制作等应用交流与推广活动，开展职业院校学生信息化职业能力提升项目，创新活动的内容和

形式，提高师生信息素养。 

国务院在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人工智能在教育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将会极大提高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全面提升人

民生活品质。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开展

智能校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理、资源建设等全流程应用。开发立体综合教学场、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

育平台。开发智能教育助理，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教育分析系统。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

育服务，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制化。人工智能教育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多元化、高品质的服务，也是对于教育领域的挑战和机会。 

    2．学员人数、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保持快速增长，课程体系不断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教育培训业务不断发展，机器人培训学员人数、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保持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乐博教育在全国25个省及直辖市，拥有106家直营店和238家加盟店，基本覆盖全国一线、二线城市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2018

年，教育培训业务主营业务收入24,930.62万元，同比增长36.43%，净利润5226.69万元，同比增长78.4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完善机器人和编程教育课程体系和扩充产品品类。在培训内容研发方面，新增适合4-6岁低龄儿童学

习的UARO课程、小学低年级Scratch图形化编程课程、以及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的Python编程课程等，构建开放和通用的编程

软件平台，为更多的适龄青少年提供编程相关课程和更为优质的服务。在产品升级方面，公司专注于将原有产品升级为开源

硬件，使其可以与更多的平台和软件系统相连接，帮助建立更为完善和多元化的课程产品体系。 

在赛事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合作与发展，与全国中小学及各地市教育局、科协、青少年宫等保持着持续稳定的

关系，参与或主办了10余项国际性和全国性的机器人竞赛活动，并在多类赛事中取得了全国前三名优异成绩。公司参与比赛

包含：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SICTIC、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CARC、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NOC、

VEX世界机器人大赛等国内外知名赛项。多品类赛事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以致用的场景。 

3、实现中鸣数码并表，合作推广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实现2B2C协同发展 

2018年2月，公司以现金收购广州中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中鸣数码是以全国中小学及各地市教育局、科协、青

少年宫为主要客户的中国教育机器人行业的知名企业。中鸣数码专注于青少年儿童 STEM 教育、机器人研究、智能化控制

等领域，为广大中小学提供全方面的软硬件、课程、系统整合解决方案及专业设计定制服务。目前，中鸣拥有面向全国中小

学的完善的销售渠道和良好的用户基础，在全国设立了 100 多个办事处和经销商，拥有遍布全国的中小学、各地市教育客

户资源，公司参与或主办的多项全国性机器人竞赛活动，在广大中小学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与工信部下属工信出版集团达成合作，双方共同推进青少年机器人技术培训教材的制定、等级考试规划

和活动组织、师资培训、机器人赛事合作等。目前，由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中国电子教育协会、信通传媒联合举办，盛

通股份参与规划与组织的“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已逐步推向市场。水平测试以进一步推进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普及

与发展为目标，培育青少年创新精神和能力，主要用于考察学生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服务及应用方面的能力水平，主要

适用于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青少年。整个技术水平测试体系分为十个等级，逐级进行考核，为广大青少年的升学、实习

等提供人工智能体系能力水平的证明，加快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支持创新的良好态势。 

公司通过中鸣并购及工信部合作，积极布局B端业务、充分利用出版资源，实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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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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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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综合服务 1,595,094,353.46 1,350,722,053.15 15.32% 30.67% 31.27% -0.39% 

教育培训业务 249,306,243.33 128,124,372.17 48.61% 36.43% 33.7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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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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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会[2018]15号文件，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财会[2018]15号文件规定，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文件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目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删减，企业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可

以对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目。 

根据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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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

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10、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公司将相应追溯重述比较期财务报表。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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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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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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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知行教育于2018年2月5日与先锋兴业有限公司、广州仁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创联计

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北京盛通知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中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收购广州中鸣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之股权协议》，上述中鸣数码的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51%股权转让给知行教育，转让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知行

教育持有中鸣数码51%股权。 

2、报告期内，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兴源投资设立的鸿承印刷、宏源盛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商印快线投资设立的浩源文

化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0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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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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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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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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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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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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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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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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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