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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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春雷 因公出差 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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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329,592,899.27元。拟以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集

中竞价回购专户的股份）484,325,1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90 元（含

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92,021,782.49元（含税）。 

公司 2018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拟分配的现金股利达 2018 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 27.9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

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2018 年，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金额为 7,800,066.80 元。上述回购金额与

拟分配金额合并计算后，公司拟分配的现金股利达当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 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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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出版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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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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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783,431,026.97 6,741,398,688.91 0.62 7,649,830,368.05 

营业收入 6,436,651,111.97 6,606,508,717.70 -2.57 6,766,605,87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29,592,899.27 300,192,307.67 9.79 402,590,28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9,629,318.37 53,204,501.89 -6.72 243,009,91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628,784,869.73 4,706,716,706.12 -1.66 5,099,735,370.4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4,502,536.02 -126,696,641.11   262,141,486.0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516 0.5935 9.79 0.79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516 0.5935 9.79 0.795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92 5.96 增加0.96个百分

点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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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040,773.53 1,472,976,763.58 1,512,083,472.17 1,974,550,10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7,629,226.36 53,294,951.56 67,560,842.13 91,107,87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13,522,820.60 32,918,620.84 55,770,350.75 -152,582,47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8,718,952.81 288,332,300.87 -253,058,873.84 637,948,0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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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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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716 298,352,940 58.9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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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 7,529,216 1.49 0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67,261 2,867,261 0.57 0 未知   未知 

陈新福 -919,444 2,821,107 0.5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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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寅之 2,098,000 2,098,000 0.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聪惠 2,093,500 2,093,500 0.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505,333 1,505,333 0.30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其他各股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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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43,665.11 万元，同比下降

2.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59.29万元，同比增长 9.79%。经营业绩的增长主要源



于公司主业发展提质增效以及资本运作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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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

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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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

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

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

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

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

“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287,600,649.36 - 2,116,811.56 - 

应收账款 777,073,505.03 - 509,520,672.30 -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 1,064,674,154.39 - 511,637,483.86 

应收利息 1,191,508.44 - 760,891.66 - 

应收股利 - - 3,903,600.00 - 

其他应收款 259,848,258.05 261,039,766.49 389,354,306.74 394,018,798.40 

应付票据 271,709,145.79 - - - 



应付账款 887,042,072.57 - 67,137,560.34 -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 1,158,751,218.36 - 67,137,560.34 

应付利息 42,139.90 - 42,139.90  

应付股利 4,634,404.40 - - - 

其他应付款 81,424,164.37 86,100,708.67 1,963,863,800.00 1,963,905,939.90 

专项应付款 1,000,000.00 - - - 

长期应付款 - 1,000,000.00 - - 

2017 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285,530,355.91 257,702,000.28 75,724,179.73 75,585,801.08 

研发费用 - 27,828,355.63 - 138,378.65 

除此之外，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其他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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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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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安徽红蜻蜓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红蜻蜓 - 100 

3 安徽教育科研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教育科研 - 100 

4 时代迈迈教育出版传媒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迈迈 - 51 

5 安徽省教育图书供应有限责任公司 教育图书供应 - 100 

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社 100 - 

7 安徽科技音像有限公司 科技音像 - 100 

8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艺社 100 - 

9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儿社 100 -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0 北京时代尚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尚联文化 - 64 

11 安徽时代少儿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少儿书店 - 55 

12 时代紫荆（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时代紫荆 - 65 

13 安徽美术出版社 美术社 100 - 

14 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艺品 70 30 

15 黄山书社 黄山社 100 - 

16 安徽人民出版社 人民社 100 - 

17 安徽画报社 画报社 100 - 

18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新媒体 100 - 

19 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教育网络 - 100 

20 安徽铭品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铭品泰 - 51 

21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印刷 95.48 1.96 

22 安徽省新德国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德印务 - 100 

23 安徽新华票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票证 - 100 

24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新华印务 - 60 

25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杏花印务 - 51 

26 安徽新华印刷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华技服 - 100 

27 合肥市华丰印务有限公司 华丰印务 - 55 

28 安徽时代出版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发行 100 - 

2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华文书局 100 - 

30 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创新科技 100 - 

31 安徽时代创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新物业 - 100 

32 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中科中佳 - 75 

33 安徽时代中佳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佳科贸 - 51 

34 安徽时代聚能技术有限公司 时代聚能 - 65 

35 安徽时代辐化有限公司 时代辐化 - 100 

36 安徽时代文化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创业园 - 100 

37 时代出版传媒投资研发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研发中心 72.6 - 

38 上海市中科大进修学院 上海进修学院 - 100 

39 上海大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大科物业 - 51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40 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时代国际 100 - 

41 合肥时代教育职业培训学校 职业培训学校 100 - 

42 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印刷物资 100 - 

43 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物资 - 80 

44 安徽旭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旭日文化 98.67 1.33 

45 安徽美好时代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美好时代 72.73 - 

46 合肥时代教育培训学校 教育培训学校 100 - 

47 时代少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少儿发展 100 - 

48 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少儿国际 - 100 

49 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漫游 10 90 

50 合肥时代漫游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漫游科技 - 100 

51 时代数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数媒 95 5 

52 安徽时代印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印投 100 - 

53 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时代华印 - 10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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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青苹果杂志社”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更名为“安徽教育科研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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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教育图书供应有限责任公司 教育图书供应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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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唐科贸易有限公司 唐科贸易 清算注销 

2 安徽时代可一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时代可一 清算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