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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梁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佘江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吴小毓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3,712,422,856.95 23,822,020,770.63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199,913,880.66 13,910,758,310.71 2.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1,665,823.07 697,917,914.53 -36.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89,556,341.27 2,350,113,236.61 -1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1,698,421.85 322,075,497.16 -1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56,928,875.34 317,305,950.65 -19.0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86 2.33 减少 0.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28 0.1266 -18.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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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341.22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85,168.8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66,144.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067,007.59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047.68  

所得税影响额 6,629.17  

合计 4,769,546.5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6,65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1,172,780,258 46.08 0 无  国有法人 

凤凰集团－华泰联合

证券－16凤凰 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680,000,000 26.7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74,807,827 2.94 0 无  国有法人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天达环球策略基

金－全中国股票基金

（交易所） 

29,149,025 1.15 0 无  境外法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零零三组合 
17,004,553 0.6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3,856,100 0.54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

组合 
12,000,188 0.47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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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

组合 
10,403,859 0.4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7,128,348 0.28 0 无  国有法人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6,319,541 0.25 0 无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172,780,258 人民币普通股 1,172,780,258 

凤凰集团－华泰联合证券－16凤凰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6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4,807,827 人民币普通股 74,807,827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达环球策略

基金－全中国股票基金（交易所） 
29,149,025 人民币普通股 29,149,02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17,004,553 人民币普通股 17,004,55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85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56,1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2,000,188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18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0,403,859 人民币普通股 10,403,8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128,348 人民币普通股 7,128,348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19,541 人民币普通股 6,319,5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收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于

2016年发行了可交换债券，将持有本公司的

680,000,000 股标的股票划入“凤凰集团－华泰联合证

券－16凤凰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公司未有资料

显示其他股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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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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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300,837.49 700,000.00 371.55% 子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3,400,000.00 1,023,690.00 232.13% 子公司预计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增加。 

其他应收款 139,299,999.61 246,402,419.19 -43.47% 子公司应收款减少。 

短期借款 0.00 13,994,689.31 -100.00% 子公司借款已归还。 

应付票据 6,894,360.78 13,649,792.12 -49.49% 子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已部分兑付。 

预收款项 0.00 2,293,239,891.26 -100.00% 会计政策变更将原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196,199,174.14 323,023,328.05 -39.26% 本期支付上年末尚未支付的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34,701,401.56 56,865,376.35 -38.98% 子公司税负下降，应交税费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1,855,000.00 7,426,215.86 -75.02% 子公司预提费用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47,444,513.86 19,987,365.76 137.3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研发费用 10,344,405.39 5,237,601.99 97.50% 子公司研发费用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333,847.17 15,769,717.91 -91.54% 本期各类投资收益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32,904,865.51 -62,822,377.37 47.62%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减少。 

营业外收入 2,205,433.53 23,077,124.56 -90.44% 本期收到的其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4,065,034.56 1,841,584.00 120.74% 本期公益性捐赠支出等较上年增加。 

所得税费用 2,153,539.37 7,516,532.13 -71.35% 公司非免税子公司所得税费用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4,147,005.89 3,180,999.32 -230.37% 
本期控股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减少，导致少数股

东损益相应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勇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