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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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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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以公司截至目前总股本

790,500,000 股为基准，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90 元

(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195,0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累计未分配

利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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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传 60185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凡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16号  

电话 010-64010643  

电子信箱 investor@csp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图书出版业务、期刊业务、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和知识服务业务等。 

图书出版业务：作为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公司图书出版涵盖科学（S）、技术（T）、医学（M）、

教育（E）、人文社科（H）等多个领域，立足于“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严肃、严密、

严格”的出版理念和“专业化、精品化、系列化”的出版定位，策划相关选题并组稿、约稿，经

三审三校等编辑出版工作，完成图书出版流程，通过相关发行渠道走向市场。 

期刊业务：作为国家级科技期刊出版基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科学》杂志社有限



责任公司、《科学世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以及 2019 年收购的 EDP Sciences 主要从事期刊出版相关业务。《中国科学》中英文系

列和《科学通报》中英文刊（以下简称“两刊”）、《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

作为权威性的科技期刊，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同时，为加快期刊业务转型，公司投资开发

了 SciEngine 平台，实现科技期刊全流程数字出版与国际化传播。 

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出版物进出口经营资

质，主要从事图书、期刊及相关数字出版物的进出口业务；主要客户为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供

应商则多为境外大型出版机构。多年来，公司与世界各国及地区数百家出版公司、学会、协会建

立了直接贸易往来，形成了面向全球的出版物采购网络和覆盖全国的销售渠道。 

知识服务业务：公司积极推进从传统出版向知识服务的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主要布局了专业

学科知识库、数字教育云服务、医疗健康大数据三大方向。其中，专业学科知识库已集成公司 5

万余种图书和 300 多种期刊的数字化内容资源，为用户提供内容服务，目前已建成“科学文库”

总库产品与“科学智库”“中国生物志库”等多个分学科数据库产品；数字教育云服务集聚了大量

教学视频以及模拟题或真题，为学校、教师、学生打造成为一个满足实际应用的数字教育综合服

务平台，目前已建成“中科云教育平台（CourseGate）”“爱一课互动教学平台”“安徽信息技术教

学辅助平台”“状元共享课堂”“龙门作业宝”“状元口算”“智慧书苑”等平台或 APP 产品；医疗

健康大数据通过整合国内知名医疗机构与上千位专家的临床资源以及大量的图书期刊资源，为医

生提供诊疗辅助决策服务，为患者提供最新的医疗健康知识。目前已建成“中科医库”和“康复

医学云平台”等知识服务产品以及医疗健康科普平台“医兮网”。 

（二）行业情况 

2019 年 8 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8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8 年新闻

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继续增长，经济规模稳步提升。图书出版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增长提速，营收增速在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报纸出版、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

版、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和出版物进出口 8 个产业类别中名列第一。期刊出版营业收入连续两

年保持增长，报纸出版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再次下滑。印刷复制营业收入继续增长，利润总额减

少。出版物发行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出现下滑。图书版权输出增加，版权贸易逆差有所减少。2018

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8,687.5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3.1%；拥有资产总

额 23,414.2 亿元，增长 5.6%；所有者权益 11,807.2 亿元，增长 4.4%。 

1．图书出版总量规模 



2018 年，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 24.7 万种，较 2017 年降低 3.1%；重印图书 27.2 万种，增长

5.7%；总印数 100.1 亿册（张），增长 8.3%；总印张 882.5 亿印张，增长 9.2%；定价总金额 2,002.9

亿元，增长 15.7%。图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937.3 亿元，增长 6.6%；利润总额 141.3 亿元，增长

2.8%。 

2.期刊出版总量规模 

2018 年，全国共出版期刊 10,139 种，较 2017 年增长 0.1%；总印数 22.9 亿册，降低 8.0%；

总印张 126.8 亿印张，降低 7.3%；定价总金额 217.9 亿元，降低 2.7%。期刊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199.4

亿元，增长 1.5%；利润总额 26.8 亿元，降低 2.0%。 

3.出版物进出口总量规模 

2018 年，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不含游戏）

1,701.4 万册（份、盒、张），较 2017 年降低 21.9%；10,092.6 万美元，降低 6.3%。全国累计进口

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不含游戏）4,096.9 万册（份、盒、张），

增长 25.3%；74,222.1 万美元，增长 11.5%。进出口总额 84,314.7 万美元（其中，全国出版物进出

口经营单位进出口总额 80,157.3 万美元，增长 10.2%）。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85.7

亿元，增长 0.3%；利润总额 2.5 亿元，增长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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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61,493.65 495,044.66 13.42 454,141.26 

营业收入 250,810.17 222,479.70 12.73 201,05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509.83 42,451.91 9.56 37,11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966.79 40,345.87 6.50 34,69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5,066.74 353,263.36 11.83 325,22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377.12 48,540.53 49.11 26,64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9 0.54 9.26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9 0.54 9.26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47 12.51 减少0.04个百分点 12.3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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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61.88 66,934.95  59,185.31  88,02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7.31 12,577.28  8,823.39  23,87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31.71 11,669.94  8,327.78  22,23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073.97 19,094.79  22,873.23  220,4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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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31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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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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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0 582,255,000 73.66 582,255,000 无 0 

国有

法人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

公司 
0 29,406,818 3.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

公司 
0 29,406,818 3.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一户 
-1,186,364 11,863,636 1.50 11,863,636 无 0 

国有

法人 

吕剑锋 4,530,000 11,130,000 1.4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

公司 
0 5,881,364 0.74 5,881,364 无 0 

国有

法人 

吕鸿标 2,580,000 4,380,000 0.5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1,936,148 3,084,260 0.39 0 无 0 境外



司 法人 

戚世旺 1,061,800 1,512,000 0.1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赵建德 560,000 560,000 0.0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是公司第六大股东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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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年度合并范围实现营业收入 250,810.17万元，同比增长 12.73%；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46,509.83 万元，同比增长 9.56%。公司期末资产总额 561,493.65 万元，同比增长

13.4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95,066.74万元，同比增长 11.83%。公司每股收益 0.59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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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

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

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期末列示金额 0.00 元，期初列示金额 0.00

元；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03,077,380.98 元，期初列示金额

62,667,514.98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期末列示金额 0.00 元，期初列示金额 0.00

元；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09,896,489.94 元，期初列示金额

91,562,773.79 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

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期末列示金额 3,021,118.80 元，期初列示金

额 0.00 元；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685,347,221.86 元，期初列示金额

532,408,182.31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期末列示金额 3,021,118.80 元，期初列示

金额 0.00 元；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421,298,940.13 元，期初列示金

额 374,573,938.63 元。 

2、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

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应根据信用减值

损失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合并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列示金额

-6,815,244.80 元；母公司利润表信用减值损

失本期列示金额-2,576,400.69 元。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列报于货币资金的结构

性存款和应收利息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资产中结构性存

款期末列示余额为 100,570,561.64 元；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资产中结构性存款

期末列示余额为 60,570,561.64 元。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应收票据重分类到应收款

项融资。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款项融资期末列示余

额为 13,834,065.04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期 末 列 示 余 额 为

13,188,912.74 元。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

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列

示余额为 117,807,196.48 元；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列示余额为

117,791,565.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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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 

本公司报告期内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含三级子公司）共 20 家，合并范围较上年新增 3

家子公司，分别为中科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CSPM Europe和 Edition Diffusion Press Sciences 

SA，各子公司情况详见“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