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公司代码：601999                        公司简称：出版传媒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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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和  工作原因 史东辉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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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为：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任意公积金8,226,199.93元，以

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85元（含税），共计分派现金红利46,827,749.50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2020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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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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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版传媒 6019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费宏伟 张晓萍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电话 024-23285500 024-23285500 

电子信箱 601999@nupmg.com 601999@nupm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图书、期刊、电子音像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和印刷，

以及印刷物资供应和票据印刷等业务。公司聚合图书、期刊、电子音像、

新媒体等多种介质，形成了集传统出版发行业务与数字阅读、在线教育、

电商销售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传媒业务架构，并逐步向文化创意、投资

金融等领域拓展，形成了跨领域、多介质、全链条发展格局。 

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如下： 

1.图书出版业务：公司通过所属辽人社、辽海社、辽美社、辽科社、

春风社、辽少社等 11 家出版社从事教材教辅、一般图书和电子音像产品

的编辑出版发行业务。 

2.图书发行业务：公司通过所属北方配送公司、北方图书城、辽版公

司等开展教材教辅发行和一般图书的批发、零售、连锁经营业务。 

3.印刷业务：公司通过新华印务公司、鼎籍数码公司开展出版物印刷、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等业务；通过票据公司从事财政、税务、银行等机构

的票据及标签印制服务。 

4.印刷物资供应业务：公司通过印刷物资公司从事印刷纸张、印刷耗

材、印刷设备及配件等印刷材料经营以及各类造纸原辅材料的物资贸易。 

5.其他业务：公司通过鼎籍智造公司开展出版融合产品开发运营业

务；通过版权交易中心开展版权及知识产权交易运营服务；以及发行企业

开展文创产品、教育装备经营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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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2019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

析报告》，2019 年新闻出版产业规模继续增长, 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

务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1.1%，其中图书出版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5.6%。 

据开卷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 20 年来首次出

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 5.08%。从不同渠道来看，网店渠道保持正向增长，

增速有所放缓，同比增长 7.27%；实体店渠道受疫情影响明显，下降幅度

进一步扩大，同比下降 33.8%。此次新冠疫情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出版业的

转型升级，提高了出版行业对融合发展的重视程度，加快了对数字出版业

务的布局，促进了对新技术、新形态、新模式的探索。 

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互联网出版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

文化消费需求的升级，传统出版转型升级加速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

融合发展成为行业主流趋势，行业整体呈现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

战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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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839,523,468.55 3,688,051,681.56 4.11 3,361,671,542.13 

营业收入 2,541,948,466.91 2,710,639,546.19 -6.22 2,344,363,705.39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2,501,530,010.68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2,712,660.34 148,286,660.15 2.98 177,729,89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841,008.15 67,371,845.70 -130.93 49,813,8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367,393,621.46 2,260,617,243.54 4.72 2,188,277,0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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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6,748,441.22 176,940,358.60 -17.06 -97,192,18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7 3.7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7 3.7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62 6.60 

增加0.02

个百分点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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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534,033.41 455,026,343.42 656,370,881.65 935,017,20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187,874.23 23,680,827.42 111,123,014.21 34,096,69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706,216.82 2,936,688.77 -20,753,956.61 19,682,47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7,570,042.09 74,821,269.39 -50,672,890.60 410,170,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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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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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 
0 372,000,000 67.52 0 无 0 国家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9,934,200 1.80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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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鑫诚嘉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3,199,922 3,199,922 0.58 0 未知 0 其他 

安伟 200,000 2,250,0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翁史伟 2,200,000 2,200,000 0.40 0 未知 0 其他 

陈晓宝 1,827,400 1,827,400 0.33 0 未知 0 其他 

殷永俊 1,735,000 1,735,000 0.31 0 未知 0 其他 

锐拓传媒有限公司 1,680,023 1,680,023 0.30 0 未知 0 其他 

杨淑芹 1,472,400 1,472,400 0.27 0 未知 0 其他 

刘津山 888,800 888,800 0.16 0 未知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 10名流通股中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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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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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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195万元，同比下降 6.22%，其中主

营业务收入 242,877 万元，同比下降 5.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271 万元，同比增加 2.98%。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383,952 万

元，较年初增加 4.11%，资产负债率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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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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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根据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等，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

行调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非货币性资产准则、债

务重组准则以及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有关业务规则。上述变更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有关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 2020-014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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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1 户，详

见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与上年相

比未发生变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军 

2021年 4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