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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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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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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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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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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传媒 600757 ST源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冷雪 邓涛 

电话 027-87673688 027-87679282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

268号B座12楼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

268号B座12楼 

电子信箱 cjcm@600757.com.cn cjcm@600757.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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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0,588,577.61 10,036,376,789.16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437,849,962.59 6,087,725,289.75 5.7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95,488,048.26 -556,902,999.46  不适用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5,235,495,344.16 4,540,666,707.92 1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4,274,366.59 380,746,142.99 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9,861,115.65 315,250,800.65 2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8 6.66 增加1.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31 29.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31 29.0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85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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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56.46 685,196,237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2.45 29,762,100   无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85 10,298,534   无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祺一号基金 

其他 0.81 9,867,156   无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承祺 1号基金 

其他 0.52 6,343,267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消费医药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6,248,199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1 6,176,903   无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0 6,008,282   无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

有限公司 

其他 0.47 5,714,631   无   



袁克平 其他 0.40 4,885,1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表明以上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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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300，000股为转融通证

券归还部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进一步突出主业发展、进一步突出创新发展，强化党建引领、强化基层基础、

强化规范管理、强化人才保障，实现营业收入 52.35 亿元，同比增长 15.3%；实现净利润 4.84亿

元，同比增长 27.2%，并着力在提升发展质量，多出精品佳作，优化产业结构，突出创新驱动，

完善管理体系，强化风险防控等方面下实功，为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再次入围全国“文化企业

30强”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做好以下十二个方面工作： 

一是突出重点主题出版。紧紧围绕持续深入宣传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好主渠道、

主阵地作用，不折不扣落实好各类重要主题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出版《马克思主义大辞典》

《新时代大国治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等主题图书，策划《图证改革开放

40年》《中国道路》《扶贫札记》《国之大纲》等重点选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省新华书店发

行量达 95 万册，居全国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发行 70.32 万册；

《梁家河》发行近 7万册，居全国第五。 

二是抓好精品出版工程。《中国教育改革大系》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12个项目获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同比增加 20%，入选项目总数创历史新高。3 个项目入选总局“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 3 个项目入选“2018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6 个项目入选 2018 年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改革发展项目库，37个项目入选 2018年农家书屋推荐目录。 

三是稳居市场占有率前列。公司在实体书店码洋占有率 2.82%，排名第 5；网店码洋占有率

2.38%，排名第 9；综合零售市场码洋占有率 2.47%，排名第 9 位。美术（第 1 名）、少儿（第 3

名）、传记（第 5名）、文学（第 7 名）、教育（第 9名）、医学（第 7名）等业务板块进入各细分

市场前十名。 

四是推进特色产品线建设。湖北人民社《国学经典故事》系列；长江文艺社“部编阅读书系”、

“名家作品精选系列”系列；湖北教育社《中国好字帖》系列；长江少儿社《中国画本馆》系列；

湖北美术社“绘·森·活”、“最手绘”、“描品汇”系列；湖北科技社《中国科普大奖典藏书系》、

时尚体育系列；崇文书局“崇文馆”系列、九通社“九通英语”、“九通早教”系列等重点产品线

建设成效显著。 

五是做优教材教辅板块。教材质量连续两年荣获全国质检评比第七名，三科统编教材的专项

评比获得全国第五的好成绩。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行“校园店综合平台+教育服务专员”服务模

式，举办教材培训和巡展活动、教辅重点产品展示会等活动。 

六是加快实体书店转型。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按照“五个统一”原则加强实体书店整体策划，

推动实体书店项目战略理念、品牌形象、营销方式、商业模式“四个新升级”，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在 13个重点项目中，仙桃书城已完成并开业，黄冈遗爱湖书城正在抓紧施工，红安红色书店已完

成规划设计，外文书店等 7 个项目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宜昌伍家岗书城等 3个项目完成了造价审

核。 

七是打造报刊重点品牌。报刊集团“天地系列”联合省教育厅举办 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

主题教育活动，影响了 300 万中小学生参与；《湖北教育》《新班主任》等刊物，打造了桂子山教

育智库“588工程”；《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续创核心期刊；《领导科学论坛》有望评定为核心期

刊；中国故事品牌 IP与知名企业合作初现成效。《统计与决策》杂志入选 2018年 CSSCI目录，基

本确保入选北大核心期刊。《安全生产杂志》积极打造“走进企业、安监局”系列品牌宣传活动。 

八是深化数字融合创新。数字出版公司入选国家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以“党员知家”智

慧党建知识服务平台与全民阅读产品应用推广为抓手，加快知识服务产品线建设。博盛公司定位

为公司教育口径业务的配套支持与技术服务单位，丰富和完善两课服务体系，构建“教材+平台+

移动端”运营模式，通过“移动端”面向学生和家长延伸。 



九是推进产业链条延伸。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文创板块销售收入实现 3282 万元，同比增长

66.22%；教育装备业务政府采购中标近 1亿元，同比翻番；文教板块销售收入 2.13亿元，同比增

长 82.21%。爱立方公司加快推进幼教产业链布局，继续保持新三板创新层评级，拥有 50 多项玩

具知识产权、十多项专利，形成了“研发+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湖北人民社“湖北省地方文献数

字化工程”上线运营；长江文艺社推进“诗歌中心”项目，建成“中国好诗歌”数字资源库；湖

北教育社“习汉字”工作室拓展“图书+平台+活动+文创”书法教育产业链；湖北美术社打造

“绘·森·活”品牌，探索艺术文创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九通社被总局确定为“盘配书”跨媒体

出版试点单位。 

十是提升运营管理质量。开展内控整改暨内控优化建设，控制运营管理风险，强化资金集中

管控力度，保证资金业务安全运行。修订出台《资产管理办法》，全面清理公司现有资产，进一步

理顺、健全公司资产与投资管理制度体系。以合同管理为切入点，推进公司“依法治企”，全面梳

理合同规范文本，加大合同检查监督力度。 

十一激发人才强企活力。在严格选拔流程的基础上，公司对部分子公司配齐、配优了领导班

子，公开遴选提拔了 7名 80后年轻干部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促进子公司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改善。

通过两次大规模的校招、社招新录用 123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占比 50%以上，本科学历中 985、211

院校毕业生占比达到 80%，进人门槛提高了，人才质量也提高了。 

十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的建设融入公司经营中心工作，为公司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党建责任，全面落实“三级联述联评联考”，驰而不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严格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加强选题审查和内容管理，完善编辑出版流程制度，未出现意识形态风

险问题。常态化制度化抓好学习教育，开展中心组引领学、专家辅导学、支部经常学、基地实践

学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实施“一单位一品牌、一单位一典型、一支部一特色”党建工程，打

造了“感动长江”、“南湖夜话”等有企业特色的党建品牌。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