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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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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汪方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敏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秀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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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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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688,214,228.20 12,873,907,771.49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63,900,876.33 5,273,824,707.28 -5.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70,308,113.82 2.10% 2,423,814,548.10 -1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49,467.21 334.87% -150,633,166.11 -38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4,114,187.19 -97.17% -293,618,834.68 -7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983,734.99 13.45% -52,149,915.09 8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4 350.00% -0.0754 -385.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4 350.00% -0.0754 -385.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增加 0.16 个百分点 -2.94% 减少 4.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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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7,312,805.43 
主要是本期处置天辰大厦、民生

大厦等房产所致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892,047.64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9,958,252.7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3,596,158.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19,128.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14,292.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61,926.86  

合计 142,985,668.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专业投资公司产生的股权投

资收益等 
56,652,545.49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较早就设立了新疆悦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原

名“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悦胜”）、上海鸿立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立”）及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立华享”）等从事创业投资、项目投资等投资

业务的专业投资公司。本公司及上述投资公司经营范围包含投资业务，投

资业务属于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投资业务合法合规。上述投资公司投资

收益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因此，本公司自 2016 年起将上述投资公司的股

权处置等投资损益认定为经常性损益。2020 年 1-9 月涉及金额为新疆悦胜

324,000.74 元，上海鸿立 56,328,544.75 元，鸿立华享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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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3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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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2% 142,300,244  
质押 141,951,495 

冻结 142,300,244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际信

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6.14% 122,721,037  冻结 122,721,037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粤

信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14% 102,561,435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93% 78,506,261  冻结 78,506,261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投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96% 59,088,209  冻结 59,088,20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58,041,315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37,954,736 35,486,842 
质押 37,740,000 

冻结 37,954,736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

和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3% 30,515,332  冻结 30,515,33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峻茂 15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8% 25,605,883  冻结 25,605,883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98% 19,554,622  冻结 19,554,62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2,300,244 人民币普通股 142,300,244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

聚和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2,721,037 人民币普通股 122,721,037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粤信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2,561,435 人民币普通股 102,561,435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78,506,261 人民币普通股 78,50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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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投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59,088,209 人民币普通股 59,088,20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041,315 人民币普通股 58,041,315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 30,515,332 人民币普通股 30,515,33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峻茂 15 号单一资金信托 25,605,883 人民币普通股 25,605,883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19,554,622 人民币普通股 19,554,622 

海口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1,112,652 人民币普通股 11,112,6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广资产”）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0,806,505 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11.06%），其中：国广资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2,300,244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7.12%），通过“四川

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

股份 78,506,261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93%）。常州煦

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直接或间接通过前海开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三只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2,524,407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8.14%），其中：通过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

沁聚和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22,721,037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6.14%），通过“前海开源基金－浦

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30,515,332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53%），通过“前海开

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鲲鹏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股份 9,288,038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47%）。除国广资

产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

托”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发起设立的三只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

动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均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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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 
报告期 

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增减 

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00.00 4,700.97 -2,300.97 -48.95% 

主要是本期深圳市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游

互动”）赎回银行理财产品，上海鸿立出售江苏力星通用钢

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所致 

应收票据 36.50 535.16 -498.66 -93.18%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音智能）

背书转让应收票据所致 

预付款项 69,467.06 49,269.56 20,197.49 40.99% 
主要是本期北京华闻视讯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闻视讯”）、车音智能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4,788.28 92,926.11 -48,137.83 -51.80%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收回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时报传媒”）股权转让款所致 

应收股利 498.99 858.99 -360.00 -41.91% 主要是本期收回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分红所致 

应付利息 11,086.38 8,426.74 2,659.64 31.56%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计提中期票据利息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268.44 1,238.14 -969.70 -78.32% 主要是本期麦游互动支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44,387.66 119,971.14 124,416.51 103.71% 

主要是公司本部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据转至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所致 

应付债券 73.06 129,795.06 -129,722.00 -99.94% 
主要是公司本部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据转至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9,232.26 33,864.47 -14,632.22 -43.21% 主要是本期处置天辰大厦、民生大厦等房产所致 

项目 
本期 

（7-9 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320.01 648.24 1,671.77 257.89% 主要是本期处置天辰大厦、民生大厦等房产税费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538.03 4,267.43 -1,729.40 -40.53%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0,206.80 7,716.95 2,489.85 32.26%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中介费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91.62 221.62 -130.01 -58.66% 
主要是本期海南省文创旅游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文旅”）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038.71 777.87 260.84 33.53% 
主要是本期上海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8,654.32 -245.40 8,899.71 3626.68% 
主要是本期上海鸿立处置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振江股份”）股票取得收益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2,617.39 -670.95 3,288.33 490.10% 
主要是本期确认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

券”）损益调整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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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7-9 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信用减值损失 -1,920.82 1,011.56 -2,932.38 -289.89%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本部和车音智能转回坏账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26.25 9,386.91 -9,613.16 -102.41%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营业利润 1,316.60 10,417.42 -9,100.83 -87.36%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11.88 635.71 476.18 74.90%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确认疫情期间税费减免所致 

营业外支出 288.63 1,061.61 -772.97 -72.81%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华闻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赔偿损失

所致 

利润总额 2,139.85 9,991.52 -7,851.68 -78.58%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56.21 4,404.61 -2,848.39 -64.67%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利润减少，计提所得税减少所致 

净利润 583.63 5,586.92 -5,003.28 -89.55%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持续经营净利润 166.99 5,646.92 -5,479.93 -97.04%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终止经营净利润 416.65 -60.00 476.65 794.39%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注销子公司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074.95 247.19 827.76 334.87% 

主要是本期处置振江股份股票收益和确认东海证券损益调

整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491.31 5,339.73 -5,831.04 -109.20%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9,874.15 -146.25 -9,727.90 -6651.56%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处置天辰大厦、民生大厦等房产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8,799.21 100.94 -8,900.14 -8817.65%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处置天辰大厦、民生大厦等房产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491.31 5,339.73 -5,831.04 -109.20%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数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4,155.51 1,644.65 2,510.86 152.67% 
主要是本期处置天辰大厦、民生大厦等房产计提税金及附加

所致 

销售费用 8,753.86 22,216.77 -13,462.92 -60.60%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时报传媒 84%股权、上海精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视文化”）60%股权、广州漫友文

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友文化”）50%股权，

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本期子公司受疫情影响费用减少

所致 

研发费用 4,930.40 2,175.80 2,754.60 126.60% 主要是本期车音智能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273.02 877.02 -604.00 -68.87% 主要是本期海南文旅银行存款利息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11,428.32 4,618.76 6,809.56 147.43% 主要是本期上海鸿立处置振江股份股票取得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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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数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4,544.29 -958.95 5,503.24 573.88% 
主要是本期山南华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确认东海证券收益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514.46 42,232.57 -42,747.03 -101.22%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070.96 -1,306.00 -2,764.96 -211.71%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本部和车音智能转回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09.64 -38.09 -371.55 -975.56%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计提辽宁天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减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67.78 1,863.05 -1,495.27 -80.26%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本部处置房产所致 

营业利润 -13,459.94 38,860.51 -52,320.45 -134.64%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本期子公司受疫情影响增加亏损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99.45 1,540.10 1,459.35 94.76%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确认疫情期间税费减免所致 

利润总额 -12,068.97 38,747.92 -50,816.89 -131.15%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本期子公司受疫情影响增加亏损所致 

所得税费用 2,875.25 13,262.65 -10,387.40 -78.32%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受疫情影响增加亏损，计提所得税减少所

致 

净利润 -14,944.23 25,485.27 -40,429.49 -158.64%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本期子公司受疫情影响增加亏损所致 

持续经营净利润 -15,343.26 26,485.00 -41,828.26 -157.93%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本期子公司受疫情影响增加亏损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063.32 5,271.53 -20,334.85 -385.75%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本期子公司受疫情影响增加亏损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19.09 20,213.74 -20,094.65 -99.41%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确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06.18 598.58 907.59 151.62% 主要是子公司车音智能本期收到的软件退税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8,345.23 64,766.11 -36,420.88 -56.23%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时报传媒 84%股权、精视文化 60%股权、

漫友文化 50%股权，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支付的单位

往来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214.99 -36,231.12 31,016.13 85.61%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时报传媒 84%股权、精视文化 60%股权、

漫友文化 50%股权，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支付的单位

往来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25,847.73 93,815.03 -67,967.30 -72.45% 主要是上年同期赎回银行理财产品收到的现金较多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790.31 3,738.21 -1,947.90 -52.11% 主要是本期收到分红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8,694.21 3,123.43 15,570.78 498.52% 主要是本期处置天辰大厦、民生大厦等房产收到现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556.06 24,134.44 -23,578.38 -97.70%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时报传媒 84%股权、精视文化 60%股权、

漫友文化 50%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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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数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46,888.31 124,811.10 -77,922.79 -62.43%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时报传媒 84%股权、精视文化 60%股权、

漫友文化 50%股权，以及赎回银行理财产品收到的现金较多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5,818.28 21,822.84 -16,004.56 -73.34%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支付全球贸易之窗购楼款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148.00 68,527.24 -43,379.24 -63.30% 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512.00 8,000.00 -7,488.00 -93.60%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车音智能股权转让款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31,478.28 98,350.07 -66,871.79 -67.99%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车音智能股权转让款及海南文旅支付

全球贸易之窗购楼款，以及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410.03 26,461.03 -11,051.00 -41.76%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时报传媒 84%股权、精视文化 60%股权、

漫友文化 50%股权，以及赎回银行理财产品收到的现金较多

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34,500.00 -34,5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收回银行借款保证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60,669.00 110,276.31 -49,607.31 -44.98%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本部归还银行借款及兑付中期票据，以

及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2,586.15 24,083.87 8,502.28 35.30% 主要是本期麦游互动、海南文旅支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 5,000.00 -4,800.00 -96.00% 主要是上年同期海南文旅贷款保证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15.64 -31,440.18 31,955.81 101.64%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本部归还银行借款及兑付中期票据，以

及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0,710.66 -41,210.26 51,920.92 125.99% 主要是本期投资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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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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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拉萨融威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

称“拉萨融

威”） 

其他承诺 

自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

控股”）50%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国广控股 50%股权，也不

通过国广控股间接转让拥有权益的华闻集团的

股份。 

2018 年 11 月

20 日 

自国广控股 50%股权转

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之日（目前尚未完

成）起 12 个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国广控股 其他承诺 

自国广控股股东由和平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和平财富”）变更为拉萨融威之日（即国

广控股本次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持有的国广

资产股权，也不通过国广资产间接转让拥有权益

的华闻集团的股份。 

2018 年 11 月

20 日 

自国广控股股东由和

平财富变更为拉萨融

威之日〔即国广控股本

次股东变更的工商登

记完成之日（目前尚未

完成）〕起 12 个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国广资产 其他承诺 

自国广资产控股股东国广控股的共同控制人发

生变更之日（即国广控股本次股东变更的工商登

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华闻集

团的股份。 

2018 年 11 月

20 日 

自国广资产控股股东

国广控股的共同控制

人发生变更之日〔即国

广控股本次股东变更

的工商登记完成之日

（目前尚未完成）〕起

12 个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拉萨澄怀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以下简

称“拉萨澄

怀”）、拉萨观

股份限售

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拉萨澄怀、拉萨观道认购

的所有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持的股份）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2014 年

1 月 2 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24 个月内

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2013 年 09 月

18 日 

自 2014年 1月 2日起，

5 年 

正在履行之中，拉萨澄怀、拉萨观道所认购股份总数的 40%已解除限售

并于 2015年 1月 5 日上市流通，所认购股份总数扣除公司无偿回购部

分后的 2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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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拉萨

观道”） 

40%，36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

股份总数的 60%，48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

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80%，60 个月内转让股份

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 

西藏风网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藏风

网”） 

股份限售

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西藏风网承诺其所认购的

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

年 11月 27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48 个月

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40%；60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

股份总数的 70%。 

2014 年 05 月

04 日 

自 2014年 11 月 27 日

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所持认购股份总数的 40%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上市流通 

西藏风网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视亿通”）于 2014 年

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9,035.00 万元、11,700.00 万元和 15,900.00

万元。此外，西藏风网向华闻集团承诺：掌视亿

通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补偿期结束

后，掌视亿通因为双软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等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可视同为掌视亿通实际获

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分别不低于

1,600.00 万元、2,270.00 万元、3,050.00 万元、

1,090.00 万元、1,090.00 万元。 

2014 年 05 月

16 日 

净利润承诺自 2014 年

起，3 年；非经常性收

益承诺自 2015 年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实现。

2015 年的非经常性收益承诺已实现；2016 年的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未实

现，西藏风网已向掌视亿通予以现金补偿 797.52 万元；2017年实现非

经常性收益 1,078.70 万元，未达到收益承诺水平，西藏风网应向掌视

亿通予以现金补偿 1,971.30 万元；2018 年实现非经常性收益 725.67

万元，未达到收益承诺水平，西藏风网应向掌视亿通予以现金补偿

364.33 万元；2019 年实现非经常性收益 494.54 万元，未达到收益承

诺水平，西藏风网应向掌视亿通予以现金补偿 595.46 万元。截至目前，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现金补偿尚未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遵义米麦企 业绩承诺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麦游互动 2018 年、 2018 年 04 月 自 2018 年起，3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为 4,102.67 万元，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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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所作承

诺 

业咨询服务

中心（有限合

伙）、深圳市

凯普投资有

限公司、陈

虹、廖明祯、

张丽娜、陈丛

山、李坚文、

许军声、王

涛、彭亮 

及补偿安

排 

2019 年以及 2020 年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准）分别不

少于 4,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业

绩承诺期内，若当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90%以上（含

本数）的，则当年度暂不进行现金补偿，2020 年

度结束后，无论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是否达

到承诺的净利润的 90%，均应计算应补偿金额。

当年度的现金补偿金额=（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当年度 12月 31 日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自

2018年 1月 1日至当年度 12月 31日的累计实际

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期的承诺净利润总额×

本次交易总价－截至当年度累计已补偿的金额

（如有） 

02 日 实现净利润数为 10,765.11 万元，2018-2019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已实现 

拉萨子栋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子栋科

技”）、拉萨鼎

金实业有限

公司（原名

“拉萨鼎金

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

称“鼎金实

业”）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子栋科技、鼎金实业共同承诺：车音智能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000万元、22,300

万元、28,600 万元、39,800 万元和 44,000 万元。

业绩补偿的原则为五年业绩承诺期累积补偿，即

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如车音智能在五年业绩承诺

期内的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则由子栋科技、鼎金实业按照 50%：50%的比例以

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若车音智能后续出现

增资情况，差额利润补偿的计算以公司与子栋科

技、鼎金实业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签订的《关于

增加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补偿机

制的协议书》相关约定为准。 

2018 年 07 月

17 日 
自 2018 年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为 19,234.54 万元，2019 年度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2019 年度期初净利润数为 2,338.49 万

元，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为 19,605.39 万元，2018-2019 年度实现

净利润数累计 41,178.42 万元，2018-2019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累计

40,300.00 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 878.42 万元，2018-2019 年度累

计业绩承诺已实现 

国广控股 
股份增持

承诺 

国广控股延期并变更承诺为：自 2020年 7月 31

日起 12 个月内（因停牌事项，增持期限予以相

应顺延），国广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或国广控股

2018 年 07 月

16 日 

自 2018年 07 月 16 日

起，至 2021 年 07 月 31

正在履行之中。国广控股原承诺，自公司股票于 2018年 7月 16 日复

牌后十二个月内国广控股拟通过自身或控股子公司以不低于 5 亿元的

资金总额择机增持公司股份，2019 年，受市场环境变化、融资环境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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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或国广控股股东指定方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受让、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份等），以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的资金总

额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日止 化、股东机构调整、股东权利受限、新投资人引入、自身资产减值及

提前偿付债务等综合影响，国广控股在原承诺期限内确实已无法完成

增持计划，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及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国广控股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2020 年，受市场环

境变化、自身资产经营效益不佳、融资环境窘迫、债务偿付压力巨大、

原战略投资人实际经营和管理受限、新战略投资人希望通过定向增发

的方式进行增持且将同步解决国广控股资金压力及公司现金流和发展

资金问题等综合影响，国广控股预估其及相关方在自 2019年 7 月 15

日起 12 个月内无法完成增持计划，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九

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国广控股延期 12 个月实施增持计划并增

加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增持方式。截至目前，国广控股通过全资子

公司国广环球财富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 36,400 股，

增持金额约 20 万元。 

子栋科技、鼎

金实业、新意

资本基金管

理（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意资

本”） 

其他承诺 

子栋科技、鼎金实业、新意资本承诺并保证：自

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之日（2018 年 8 月 13 日）

起 12 个月内（不含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的当

月），子栋科技、鼎金实业和新意资本应当按照

45.85%：45.85%：8.3%的比例，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或其他方式直接购买华闻集团股票，且三

方用于购买华闻集团股票的金额合计不得低于 5

亿元，但三方购买华闻集团股票的比例合计达到

华闻集团届时总股本的 4.99%时，子栋科技、鼎

金实业和新意资本可不再继续购买华闻集团股

票，自购买之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 日期间，未

经华闻集团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减

持、设置质押或其他财产性权利负担。 

2018 年 07 月

17 日 

自 2018年 9月 1日起，

2020 年 10 月 9 日止 

正在履行之中。（1）截至 2019年 8 月 30 日，子栋科技、鼎金实业尚

未购买公司股票；新意资本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共

8,330,3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新意资本已实施完毕购买公

司股票承诺。（2）2019 年，子栋科技、鼎金实业向公司申请延期实施

购买公司股票承诺，购买期间由“自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含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的当月）”调整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申请延期实施购买公司股票承诺事项之日起 12个月内

（因停牌事项，购买期限予以相应顺延）”，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 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2019年 10月 10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子栋科技、鼎金实业实施购买公司股票承诺

延期至 2020年 10 月 9 日；（3）2020 年，新意资本向公司支付 1,000

万元保证金，换取其对已购买的公司股票是否减持、设置质押或其他

财产性权利负担的决定权，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年 3月 3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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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会议和 2020年 3月 20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截至目前，新意资本已支付该保证金；（4）2020 年，子栋科技、

鼎金实业再次向公司申请延期实施购买公司股票承诺，购买期间由“自

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含车音智能 60%股权过户

的当月）”调整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申请延期实施购买公

司股票承诺事项之日起 12 个月内（因停牌事项，购买期限予以相应顺

延）”，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公司、掌视亿通已于 2019年 3月 4 日就西藏风网未履行 2017年掌视亿通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现金补偿事项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并于同日收到《受

理通知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9年 9月 30日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西藏风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掌视亿通支付补偿款 1971.30 万元及违约金（计

算方式：以 1971.30 万元为基数，从 2018 年 8 月 2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4%计算）；二、驳回公司及掌视亿通的其他诉讼请求。截至目前，西藏风网尚未向掌视亿通

支付 2017 年现金补偿款 1,971.30 万元及违约金、2018 年现金补偿款 364.33 万元及违约金、2019 年现金补偿款 595.46万元及违约金，公司正在督促西藏风网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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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模

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科目 资金来源 

其他 041 信托计划 144,749,600.00 成本法计量    144,749,600.00   144,749,6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自有资金 

其他 80008 日日鑫80008号 10,000,000.00 成本法计量    10,000,000.00   1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其他 TLB1801 

法人“添利宝”

净值型理财产

品 

5,000,000.00 成本法计量    5,000,000.00   5,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其他 A181C9424 
共赢稳健天天

利 
5,000,000.00 成本法计量    5,000,000.00   5,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其他 
SH07201796

5035D01 

建行上海市分

行“乾元—日日

增利”开放式资

产组合型 

2,000,000.00 成本法计量 2,000,000.00      2,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其他 EB4395 
活期理财光银

现金 A 
2,000,000.00 成本法计量    2,000,000.00   2,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168,749,600.00 -- 2,000,000.00 0.00 0.00 166,749,600.00 0.00 0.00 168,749,60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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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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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700.00 2,400.00 0.0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4,474.96 14,474.96 0.00 

合计 20,174.96 16,874.96 0.0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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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0 年 01 月 05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车音智能与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控股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的目的 
-- 

2020 年 01 月 08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后，民生大厦房产的

现状及后续出售计划 
-- 

2020 年 01 月 20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

单一资金信托”及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三

支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 

2020 年 02 月 06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敦促国广控股、子栋科技、鼎金实业履行增持或

购买公司股份的承诺 
-- 

2020 年 02 月 11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业务发展动力，公司投资东海证券、振

江股份的情况，深圳市新财富多媒体经营有限公

司股权过户的情况，咨询 2018 年未分配利润为

负的原因 

-- 

2020 年 02 月 19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是否有考虑商誉减

值的影响 
-- 

2020 年 02 月 25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 2019 年未能出售振江股份股票的原因 -- 

2020 年 03 月 02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截至 2020年 2月 28 日公司股东户数 -- 

2020 年 03 月 05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新意资本商请调整已购买公司股票相关事

项的基本情况，并提出意见 
-- 

2020 年 03 月 06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修改《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的原因 -- 

2020 年 03 月 12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投资款损失相关案件进展情况 -- 

2020 年 03 月 13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各业务板块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 -- 

2020 年 03 月 26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建议公司积极研究再融资相关政策、结合海南自

贸港政策做好业务布局，了解公司澄迈田园综合

体项目进展情况、凤凰岭景区经营现状 

-- 

2020 年 04 月 01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截至 2020年 3月 31 日公司股东户数，公司各业

务板块的经营情况 
-- 

2020 年 04 月 15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 2019 年年报相关情况 -- 

2020 年 04 月 21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车音智能的现金流及经营运作情况 -- 

2020 年 05 月 08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出售振江股份股票的进展情况 -- 

2020 年 05 月 1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出售天辰大厦、民生大厦的定价依据及利润影响

情况 
-- 

2020 年 05 月 15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主要利润来源，一季度的业绩情况，近期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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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增减持情况 

2020 年 06 月 01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截至 2020年 5月 29 日公司股东户数 -- 

2020 年 06 月 02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股价下跌的原因 -- 

2020 年 06 月 0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车音智能股东购买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 -- 

2020 年 06 月 0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整体运营情况，公司在融资方面是否有享受

到相关政策，处置房产对公司的业绩影响情况 
-- 

2020 年 06 月 0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与今日头条的合作情况 -- 

2020 年 06 月 09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向湖北新宏武桥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的基本

情况，公司与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协议的性质，公司投资性房产的相关

情况 

-- 

2020 年 06 月 10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在海南

的业务情况，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情况 
-- 

2020 年 06 月 12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的业务重心，建议公司压缩子公司数量，建

议公司加大对海南的投入，公司现金流基本情况 
-- 

2020 年 06 月 15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与今日头条的合作情况，公司是否有参与云

游戏开发，公司是否涉及网红经济概念 
-- 

2020 年 06 月 16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一季度业绩情况 -- 

2020 年 06 月 17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持有东海证券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情况，购买

东海证券的均价，国广控股增持公司股票承诺的

履行情况，股价对国广资产持有公司股票被质押

和冻结的影响 

-- 

2020 年 06 月 22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当时在义乌商阜创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 3.33 亿元的情况 
-- 

2020 年 06 月 2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国广控股增持公司股票承诺的履行情况，公司两

期中期票据的基本情况，公司是否有转让东海证

券的意向 

-- 

2020 年 07 月 02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目前的业务和产品是否符合海南免税政策

的情况 
-- 

2020 年 07 月 03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国广控股增持公司股票承诺的履行情况，公司与

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

进展情况，新意资本持有公司股票减持情况及保

证金支付情况 

-- 

2020 年 07 月 10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投资东海证券的基本情况 -- 

2020 年 07 月 13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国广控股增持公司股票承诺的履行情况 -- 

2020 年 07 月 1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是否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东海证券的资本

市场规划 
-- 

2020 年 07 月 16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预告 2020 年半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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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7 月 23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将于 2020年 7月 31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拟审

议的议案 
-- 

2020 年 07 月 28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股票持续下跌的原因，是否有打压股价的行

为，是否有退市的可能，有没有实质性进展的公

告，是否有被举牌的可能 

-- 

2020 年 08 月 03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是否有应披露未披露的消息，是否有涉诉事

项、财务纠纷、商誉减值的可能，业务受疫情影

响的情况，控股股东被动减持的原因，是否存在

被动减持的可能 

-- 

2020 年 08 月 0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持有及出售振江股份股票的基本情况，并提

出相关意见 
-- 

2020 年 08 月 04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大股东是否有减持计划，国广控股何时开始增持

公司股份，公司中期票据的兑付办法，国广控股

50%股权何时转让，车音智能的运作情况 

-- 

2020 年 08 月 18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是否申请免税牌照，是否有积极了解海南自

由贸易港政策 
-- 

2020 年 08 月 28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股票持续下跌的原因，是否申请免税牌照 -- 

2020 年 09 月 01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是否有什么市值维护的举措，公司是否有退

市的可能，是否大股东又开始被动减持， 
-- 

2020 年 09 月 09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公司与今日头条的合作情

况，未来发展规划，公司目标责任考核是否顺利

下达等 

-- 

2020 年 09 月 09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在海南澄迈是否有 2842 亩土地，能否用于

开发观光旅游，公司对会计制度进行修订的原

因，公司与今日头条的业务合作情况，公司管理

层对子公司、业务的管理情况 

-- 

2020 年 09 月 16 日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转型的计划和举措，公司是否有借助政策与

政府、合作方开展合作，车音智能、东海证券上

市的可能，车音智能目前的经营情况，希望公司

能逐步解决问题、积极做好经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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