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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9                          证券简称：中原传媒                        公告编号：2021-004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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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23,203,7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原传媒 股票代码 0007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国林  

办公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中国(河南)出版产

业园 A 座 
 

传真 (0371)87528528  

电话 (0371)87528527  

电子信箱 ddcm000719@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从事出版物的编辑、生产和市场推广，通过形式多样、门类齐全的出版产品，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知识、信息和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业务涵盖出版、发行、印刷及印刷物资供应、媒体、数字教育及服务、文化产品贸易等领

域。 

1.出版业务：一是本版图书（含教材教辅）出版，即本公司组织策划、选题论证、组稿编辑、拥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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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辅）的出版。二是人教版、人音版、北师大版等（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材租

型出版，即本公司与教材原出版单位以协议方式获得重印权、代印权，负责相关版型教材在河南省的宣传推广、印制、发行

和售后服务等工作，本公司向教材原出版单位支付租型费用。三是党和国家重要理论出版物的租型出版。 

2.发行业务：利用河南省新华书店覆盖全省的渠道网络和云书网电商平台，由新华书店向包括本公司所属出版单位在内

的全国范围的出版社采购图书产品或向生产厂家采购文化用品、电子产品、其他商品等并进行销售。其中，教材教辅主要由

河南省新华书店、教材出版中心、教材教辅出版单位通过政府采购、直供、直销、代销等方式进行销售；一般图书主要通过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国内有影响力的电商平台及其他出版物营销渠道，以批发零售兼营方式进行销售。文化用品、电子产品

及其他产品，主要依据市场需求和电商平台数据分析开展经营活动。 

3.印刷业务：根据客户需求，由本公司提供纸张或客户自己采购纸张，按客户订单生产（如教材教辅、报纸、期刊、一

般印刷物等），并按照合同直接向客户销售。 

4.印刷物资供应：将教材用纸或社会用纸等印刷物资通过招标方式采购或从市场采购，并按照合同直接向客户销售。 

5.媒体：一是本公司所属出版单位编辑出版的期刊主要包括社会科学和教育辅导两大类：社会科学类如《寻根》《名人

传记》《青少年书法》等，主要经营模式为期刊发行和广告；教育辅导类，如《作文》《作文指导报》，主要经营模式为产

品发行。二是中国教育出版网、完美手工网、百姓文化云等新媒体业务，主要通过网站平台及移动端提供内容服务。三是通

过出版产品品牌影响力，开展中国手工产业博览会等线下经营活动。 

6.数字教育：以出版融合发展（郑州）重点实验室和中国教育出版网为两大支撑的教育综合服务体系初步搭建完成，形

成了大象e教、大象e学、大象e考、海燕e学、伴学365、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等一系列数字教育产品。智慧题库、智能组卷、

考试与教学测评等数字教育服务系统，为构建以大数据为中心，以智慧教育云、智慧校园、智慧课堂为核心组成的教育信息

化整体解决方案奠定坚实基础。商业模式为把产品和系统销售给单个学校或区域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维护、升级、内容更新

等服务。 

（二）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10月发布的《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尚无权威的2020年行业数据），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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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模平稳提升。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速在8个产业类别中名列

前茅，利润总额增长提速。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896.1亿元，较2018年增长1.1%；拥有资产总额24106.9

亿元，增长3.0%；所有者权益（净资产）12156.2亿元，增长3.0%。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长5.6%，增速在新闻出版8个产业类

别中名列前茅。 

2019年，38家在内地上市的出版传媒公司总市值共计3185.1亿元，较2018年增加387.8亿元，增长13.9%；实现营业收入

共计1559.2亿元，增加57.8亿元，增长3.9%；拥有资产总额共计2891.8亿元，增加203.0亿元，增长7.6%；实现利润总额共计

189.8亿元，增加118.4亿元，增长165.7%；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提高6.2个百分点。出版公司编印发收入占比整体达到77.5%，

提高5.2个百分点，主业地位更趋稳固。  

根据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0年底，A股文化传媒-图书上市公司共20家，2020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合计700亿元，同比

下降5.65% ，净利润合计83.6亿元，同比下降19.25%。受疫情影响2020年文化传媒-图书行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

同比下降。中原传媒营业收入指标位列行业第5位，净利润指标位列行业第8位，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位列行业第11位。 

2020年，中原传媒直面疫情，多点夯实，逆势攻坚。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5.9亿元，同比增长0.91%，实现归母净利

润9.28亿元，同比增长11.51%，净资产收益率为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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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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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590,322,571.26 9,498,392,750.50 9,503,991,134.77 0.91% 9,003,334,240.93 9,114,341,63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27,728,961.49 828,554,014.02 831,985,654.29 11.51% 737,864,935.30 739,689,83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98,939,499.88 773,055,889.52 776,205,018.80 2.93% 721,379,165.97 720,206,51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59,318,871.78 805,307,016.18 800,598,548.25 107.26% 720,021,085.08 718,994,34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1 0.81 0.81 12.35% 0.72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1 0.81 0.81 12.35% 0.72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73% 10.37% 10.33% 0.40% 9.90% 9.7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649,895,196.25 12,322,016,129.87 12,597,408,986.31 8.35% 11,527,620,089.19 11,638,214,24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932,196,948.72 8,275,859,911.28 8,340,967,375.68 7.09% 7,702,318,589.75 7,756,199,412.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65,453,833.78 2,462,882,357.71 2,231,911,062.26 3,430,075,31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113,336.57 322,641,202.08 171,335,417.94 348,639,00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857,524.11 304,809,505.30 172,776,258.09 240,496,21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997,076.59 1,071,587,584.11 -66,540,111.80 1,136,268,476.0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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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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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5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44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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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96% 644,231,684 356,056,206   

中原出版传媒－国泰君安证券－18 中原 EB 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7% 145,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96% 20,072,05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16,844,086 0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11,210,925 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易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1% 8,319,350 0   

招商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基金－国

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9% 2,941,54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6% 2,671,241 0   

陈玉光 境内自然人 0.26% 2,650,153 0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2% 2,286,6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公司789,231,684股（其中145,000,000股登记在“中

原出版传媒－国泰君安证券－18 中原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中）。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

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未知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中陈玉光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2645736.00 股，普通账户持股数量 4417.00

股。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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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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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恪尽职守，勤勉履

职，有力保障了公司科学决策，有效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推动了公司经营活动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现将2020年董事会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202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为人民做出版、给时代留回声”的情怀与

担当，聚焦主业主责，聚力创新创造，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在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力前行，

产业发展实现了双效提升。  

(一)狠抓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经营大局业绩稳健上行 

报告期内，公司坚决扛稳扛实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和企业发展主体责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是出版、发行、

印制、物资密切协同，及时将1.37亿册教材送书到校进班，圆满完成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政治任务，受到国家教材委

员会办公室的通报表扬。二是免费开放“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服务平台”，免费提供河南省“名校同步课堂”在线课程，有效

保障了疫情期间上千万中小学师生线上教学学习活动，受到全省教育系统和师生家长广泛好评。同时，数字教材平台市场影

响力迅速提升。三是出版、印制、发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预防手册》等10余种抗疫图书。其中《中国医疗废物应

急管理与处置指南》分别以英语、法语等8个语种15个版本出版发行，并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组织推荐，免费向

其全球缔约成员分享中国的抗疫方案。在抗击疫情的大战大考中，彰显了文化上市企业的责任担当。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90亿元，同比增长0.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8亿元，同比增长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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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99亿元，同比增长2.93%；公司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16.59亿元，同比

增长107.26%，经营质量进一步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91元，同比增长12.3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73%，同比增长0.4%。报告期

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36.50亿元，同比增长8.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9.32亿元，同比增长7.09%；公司综合

实力、盈利能力、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 

(二)狠抓内容生产，出版主业质量效益实现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实施河南出版出彩计划，对标对表、晋档升位行动计划，狠抓出版主业主责落地见效。一是出版物

内容质量稳步提升。全年，公司出版图书7658种，其中新书2449种，重印5209种，重印率达到68.02%。开卷数据显示，公

司出版图书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排名第13位，全年提升7位。古籍社、科技社等4家出版单位入围2020年度中国图书海外馆藏百

强榜。221种图书进入北京开卷公司监测畅销书排行榜，其中，大象社《变量3：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推出上市不到一个月

时间，发行量达到17万册。《忠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入选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共产党精

神史》等11种项目获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入选数量居全国第7位。出版“走出去”再创佳绩，公司全年版权输出签约253种、

海外出版见书114种。《中国手工技艺》等14种图书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重点出版“走出去”专项工程，是公司历

年来入选品种最多的一年。二是新时代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扎实推进。《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丛书）在完成总体编

纂出版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已选定王蒙、冯骥才、张炜等知名文化学者为第一批邀约作者，并确定首批选题30种。三是产业

发展基础性支撑进一步夯实。在河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教材款集中统一支付”政策全面落地，全年义务教育阶

段教科书款项直接支付到位。大象社、科技社出版的25种职教教材入选首届全省教材建设奖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公示名单，

农民社4种图书获得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奖。科技社新版国标教材普通高中《通用技术》省外推广取得新进展，

已中标广西5个市。相继出台了教材教辅管控工作办法、市场推广奖惩办法和教育类出版物奖励办法，有力促进了教材教辅

存量稳定和增量提升。2020年，全省中小学教材同比增长2.11%，评议教辅增长3.05%，市场化教辅增长12.12%，电教教材

增长5.35%。四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有力。公司修订了《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制定了《图书阅评工作办

法》等制度，通过重点工作月例会、出版工作月例会、新入职编辑培训、“书园分享会”、出版质量抽查检查等措施，推动意

识形态责任制落实落地，实现了政治导向安全、内容生产安全。 

(三)狠抓主渠道建设，文化综合服务能力取得新跃升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提升文化综合服务能力。一是政治理论图书发行位居全国前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发行

84万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发行18.34万册、《中国制度面对面》发行10.52万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

学习辅导百问》发行5万册、《习近平在宁德》发行3.67万册、《习近平在厦门》发行3.78万册、《习近平在福州》发行2.52

万册。二是图书卖场建设推进有力。 “打造一个书店、点亮一座城市”五年规划扎实推进，完成了洛阳购书中心、三门峡天

鹅书城、尚书房花园路店等10多个卖场的新建或改扩建工作，改造面积累计达到1.7万平方米。三是馆店融合运营有序开展。

规划的首批10家“馆店一体”试点店全部完成服务功能升级，试点店共设置免费借阅专架81个，投放免费借阅图书4万余册，

推出增值文化体验服务30多项。四是公司版图书市场份额持续扩大。通过“豫荐好书—十社百店中原行”“百店一家”等重点品

牌营销活动。公司版图书在全省书店一般图书发行总量占比提升到10%左右。五是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以“最美读书声”

品牌为统领，积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0周年”“黄河文化”“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重大主题，大力开展全民阅读“七进”工程，组织各类

全民阅读活动3万多场次，文化服务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四)狠抓经营创新，全产业链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经营创新。一是电商物流战略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坚定实施文化服务“上网下乡”工程，坚持新

华书店、新华·百姓文化云、新华超市、新华快的“四个新华”一起做，云书网2.0版正式升级上线，文化电商销售连续三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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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较高的增速，2020年达到21.85亿元，经营支柱作用凸显。二是创新升级百姓文化云运营模式。进一步加强优质文化内

容资源集聚，扩大文化场馆、文化活动覆盖面。目前，平台总用户达到734.68万人，上线文化场馆9694个，汇集各类文化活

动67450场，各类资源累计点击量超过1.57亿次。三是IP孵化带动融合出版成效显著。2020年，新立项8个IP孵化项目，截至

目前，共有IP孵化项目22个。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开展的2019年度和2020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活动中，公司申报的

“中国手工创意产业数字服务平台”“中小学劳动教育中的手工非遗传承出版融合平台”“大象考试与教学测评服务系统”“中教

通智慧课堂”4个项目成功入选，入选项目数量居全国第三，受到河南省委宣传部的通报表扬。“数字出版应用智能部署重点

实验室”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名单。四是印刷物供板块创新亮点纷呈。印刷集团印制的图书在

河南省印制质量抽检中，品种批次质量全部合格；在人教社教材评比中获得19个优质奖，顺利取得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

在全国印刷行业技能竞赛中7名同志获奖，工匠精神得到有力彰显。北京汇林印务连续四年被北京市质协授予“质量信得过单

位”，蝉联中央直属机关等定点印制企业和国家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制定单位、北京市“出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重点保障

企业”等荣誉称号，“汇林”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新华物资集团积极推进内部机制改革，优化业务流程，积极探索新型营销

模式，实现扭亏为盈。 

(五)狠抓提质增效，产业发展新动能有效激发 

报告期内，公司以全产业链提质增效为目标，加快新旧发展动能转换。一是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象虹教育、华数

教育运行健康，正在成为公司做大市场增量、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力量；二是内外资源整合强力推进。“中原云印”平台通过

统一招标，加速整合省内外优质印制企业进驻，目前已有105家企业入驻，平台打通了从出版单位到印刷集团及承印企业之

间的信息通道。三是“五治同行”效能持续释放。出台市场化教辅管控工作办法和市场推广奖惩办法，积极稳存量、拓增量、

提质量，取得了良好效果；成立公司财务共享中心，在防范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

率；制订出台《出版物发行与库存管理暂行办法》，强化库存管理，优化库存结构；持续推进亏损企业专项治理，大部分亏

损企业实现扭亏为盈，连续两年的集中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四是资本运作稳步推进。重点通过产业链图谱规划和业务积累，

不断完善投资项目库；收购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所持有省文投公司股权，优化在文化旅游产业方向布局，产业发展空间进一步

拓展；音像社华夏科文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顺利完成，华夏科文实现股权多元化，并且获得了业务开拓所需的外部资金以及

灵活的机制体制，为中教网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是在建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中原数字出版产业园、中原数字印刷产业

园两个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截至2020年12月底，两个产业园已完成投资5.2亿，各项工作任务正按照计划加快推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出版图书 2,220,224,096.46 709,153,140.39 31.94% 10.97% 14.35% 0.94% 

发行图书 5,931,146,043.00 1,888,726,351.50 31.84% 4.83% 1.32% -1.11% 

发行其他 1,692,723,815.47 69,593,732.13 4.11% 26.66% 52.86% 0.70% 

纸张、纸浆 1,799,530,367.18 101,431,637.21 5.64% -18.09% 36.39%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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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

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

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

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已收

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

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

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 

合同负债 430,115,225.31 

预收款项 -438,215,724.50 

其他流动负债 8,100,499.19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2月31日 

合同负债 508,215,966.84 

预收款项 -517,610,114.91 

其他流动负债 9,394,148.07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 

解释第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

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公司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③财政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0]10号），可对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公司对于自2020年1月1日（或2020年6月19日）起发生的房屋及建筑物类别租赁的相关租金减让，采用了该会计处理规定

中的简化方法（参见本节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2.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租金减让），在减免期间或在达成减让协

议等解除并放弃相关权利义务时，将相关租金减让计入损益。上述简化方法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为3,320.71万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20年5月14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其全资子公司华夏科文（北京）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挂牌交易程序增资3,920万元注册资本，增资后华夏科文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同时河南电子音

像将所持华夏科文部分股权通过挂牌交易程序进行公开转让。经过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交易后，河南电子音像持有华夏

科文的股权比例降至26%，对华夏科文能够施加重大影响，改按权益法核算，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之内。 

（2）2020年1月8日，本公司与关联方河南大象置业有限公司、郑州文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由本公

司收购大象置业持有的文华置业100%股权，转让价格为372.97万元，因文华置业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最终控制，视为同一

控制下合并纳入合并范围。 

（3）2020年5月6日，本公司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由本公司收购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的河南教育

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6,210.63万元，因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最终控制，视

为同一控制下合并纳入合并范围。 

（4）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南新华天畅物流有限公司（发行集团子公司）本期申请注销清算，于2020年11月17日完成工商注

销及税务注销手续，自2020年11月17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5）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南作文指导报社有限公司（人民社子公司）于2020年9月起由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进行股权管理

及经营管理，本公司已丧失对其控制权，自2020年9月起作文指导报社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郭元军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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