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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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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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传媒 600373 鑫新股份、*ST鑫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涤 赵卫红 

电话 0791-85896008 0791-85896008 

办公地址 中文传媒大厦（江西省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299号） 

中文传媒大厦（江西省南昌市

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299号） 

电子信箱 zwcm@600373.com.cn zwcm@600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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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1,415,056,630.97 20,480,659,317.47 20,480,659,317.47 4.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501,832,116.40 12,193,382,251.20 12,193,382,251.20 2.5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调整后 调整前 



减(%)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8,999,133.27 54,762,450.52 54,840,967.56 7.74 

营业收入 6,007,759,133.56 5,991,760,305.75 5,991,760,305.75 0.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52,074,206.13 794,550,071.43 794,715,521.15 7.2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91,453,953.92 779,247,107.48 779,247,107.48 1.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80 7.00 7.00 减少0.20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2 0.58 0.58 6.9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2 0.58 0.58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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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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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54.83 755,541,032 0 无 0 

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1 62,129,038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37 46,415,406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1.62 22,305,601 0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11 15,260,200 0 未知 0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4 11,517,867 0 未知 0 

深圳前海厚润德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厚润德小市值

三期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0.74 10,179,592 0 未知 0 

江西博能实业集团有限公 境内非 0.64 8,800,018 0 质押 8,800,000 



司 国有法

人 

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1 7,049,024 0 无 0 

GICPRIVATELIMITED 未知 0.44 6,042,63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出版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2.博能实业（更名前

为“信江实业”）为公司原发起人股东之一；3.孝昌枫杰

与沐森投资、唐彬森为行动一致人，合计持有公司

73,020,3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0%；4.未知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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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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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关于调整增值

税税率的通知》《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对出版行业构成长期

实质利好。面对新形势，公司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围绕公司发展战略，

按照“管理提升、优质发展”的要求，以推进重大项目、化解重大风险、解决重大关切为抓手，

不断挺拔出版主业，积极培植多元业态，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一）总体情况稳中有升 

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60.08亿元，同比增长 0.2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52亿

元，同比增长 7.24%。在面临诸多外部困难、行业总体增长趋缓的情况下，保持了收入和净利润

的双增长。 

经营基本面上，公司出版主业保持稳定增长，教材经营格局进一步稳定和夯实，新媒体新业

态板块继续保持较强盈利能力，管理提升的要求全面落实，公司创新发展、优质发展、稳健发展

局面进一步形成。 



（二）社会效益成绩喜人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出版主业核心地位，牢牢把握正确出版导向，切实贯彻“精品出

版、精细出版、精准出版”理念，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 

1.国家级荣誉成果丰硕。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国家级资助项目 6 种，共获得出版类国家级

荣誉 35项。其中，《红色故事汇》、江西新华发行集团等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9个奖项；《难

忘初心》《与兽为邻》等 2种出版物获评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和 2018 年向全国青少年

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2.国家重大出版项目进步明显。报告期内，公司 23 个项目增补进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

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累计入选项目已达 60 个，远超“十二五”期间入选总数；重

大出版工程种子库累计选题 212个，比 2017年增长 69.6%。 

3.“走出去”工作卓有成效。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图书版权输出 97 项，“一带一路”国家

和地区版权合作不断夯实；公司控股的“脑洞”国际出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4.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家新闻出版署最新发布的《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

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位列出版上市公司第五；媒至酷团队上半年发布的《2017 年度传媒上市公

司年度绩效数据报告》显示，公司综合绩效位列新闻出版类上市公司第一，资产规模第二，偿债

能力第二；新闻出版广电报发布的数据显示，公司 2017年多项经营指标位列同行业前列。 

（三）重点工作进展顺利 

上半年，公司始终坚持以推进重大项目、化解重大风险、解决重大关切为抓手，持续推进管

理提升，在进一步巩固出版主业核心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培植多元业态，有效防控经营风险，各

项重点工作进展顺利。 

1.积极贯彻落实“管理提升”经营理念。公司积极推动“管理提升”经营理念落到实处，公

司将组织专业团队，加快构建企业核心价值体系和内控体系，大力推进机制创新，有效提升人力

资源、财务和产业项目等管理水平，全面激发团队活力，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稳定的

经营预期。 

2.顺利完成智明星通挂牌“新三板”。为进一步完善智明星通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经营管理水

平，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其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过前期努力，智明星通于 2018年 6月 15日

正式挂牌“新三板”（证券简称：智明星通；证券代码：872801）。 

3.进一步完善新媒体业务布局。公司进一步完善在线教育、出版物联网、数字出版等新兴出

版业务布局，进一步做好相关项目论证、储备工作。在数字出版方面，公司将重新组建中文传媒

数字出版运营中心，以新机制统筹各出版单位数字出版内容的市场推广和运营工作，并加快推动

建设数字出版平台，借助第三方大力开展平台运营培训，进一步推动传统出版融合创新。 

4. 积极推进事业部制等机制创新工作。公司投资板块、出版板块事业部制正式实施。其中出

版板块事业部制将在开展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实施出版事业部制指导意见。公司

将通过投资板块和出版板块的事业部制探索，加大机制创新力度，力争从管理模式、组织架构、

绩效考核、薪酬分配机制等各个方面创新、完善运营机制。 

5.大力推进现代出版传媒产业基地建设。公司积极以全局性、系统性眼光谋划出版产业基地

建设，上半年，公司进一步明确产业基地发展定位，并积极推进有关项目落地，加快园区规划建

设。 

6.有序推进内部资源整合。公司按计划推进印刷、贸易、新媒体、报刊传媒、晨报、网络科

技、以及艺术品等公司内部资源整合暨引进战投工作，公司将按照科学论证、稳步推进的原则，

不断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优化公司产业、产品结构。 

7.严控经营风险。公司进一步加强“去库存、降应收”工作，严格按照稳健发展的要求，积

极处理库存商品和应收账款，使库存商品和应收账款基本达到合理水平。与此同时，公司立华昆



山等项目的退出工作顺利推进，有效化解了相关风险。 

（四）各主营业务板块表现稳定 

1.出版板块 

上半年，出版板块实现收入 13.11 亿元。公司依托良好的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以内容创新

为抓手，努力克服不利因素影响，总体表现稳定。具体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市场占有率排名进

一步提升。根据开卷公司数据统计，截至 6 月，在图书的整体市场销售中，公司市场出版物占有

率位列全国同业第七，连续三年跻身排行榜 TOP10。二是教材教辅总体格局保持稳定。公司进一

步理顺教材教辅经营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教材教辅质量，确保了教材教辅经营格局保持稳定。 

2.发行物流板块 

上半年，发行物流板块实现收入 18.43 亿元。公司聚焦抓管理、控风险、提效益，进一步推

动发行业务向质量效益型、运营服务型发展，旗下江西新华发行集团的城市文化综合体、出版物

联网、“新华壹品”校园文化综合服务、“新华云”智慧教育、O2O 新商业模式、智慧物流等六大

平台建设进展顺利。 

3.新媒体新业态板块 

上半年，新媒体新业态板块实现收入 17.17亿元，继续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点。《列王的

纷争》在《2018年上半年热门中国出海游戏》榜单中位列第三；智明星通旗下星游科技于 2月与

芜湖叠纸签订国产角色扮演手游代表作《恋与制作人》的手游代理协议，星游科技将作为《恋与

制作人》在中国大陆、港澳台、日韩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独家代理商和运营商。此前，智明

星通已成为叠纸科技开发的国内二次元手游《奇迹暖暖》的海外代理，《奇迹暖暖》海外版进入欧

美超 50 个国家游戏畅销榜，并在《2018 年上半年热门中国出海游戏》榜单上排名十一，实现千

万级流水的成绩。另外，智明星通正在对游戏界的知名 IP《使命召唤》等进行 SLG策略游戏的开

发，力争打造出精品游戏并确保游戏的长效运营。 

4.印刷板块 

公司在推动管理升级、有效化解经营风险方面取得实效。一方面，积极推进璜溪印刷基地的

仓库项目、九江绿色环保包装项目一期，华奥二期土地项目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进一步夯实

发展基础；另一方面，经过积极管控，较好地完成了立华昆山项目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工作，实现

了风险项目的“有效、有序、安全”退出，确保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5.贸易板块 

贸易板块继续推进向实体贸易转型，内外联动，依托优质客户和新业务的拓展，建立了有效

的贸易模式，形成了较好的业务规模。 

6．投融资板块 

公司投融资板块积极以机制创新为抓手，进一步依托智明星通管理团队在互联网领域的经验

和资源，通过基金参与方式，积极在互联网、在线教育等领域投资布局，孵化优质项目。与此同

时，公司持续加强项目投后管理，对已并购企业及重点项目的经营状况进行常态化跟踪管理，为

资本创新经营进一步积累经验、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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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本集团

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

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

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

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

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也包括在本项目内。 

董 事 会

批准 

上 年 同 期 营 业 外 收 入 调 减

477,355.48 元，上年同期营业外

支出调减 40,106.76 元，上年同

期资产处置收益调增 437,248.72

元。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在“净利润”项目下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分别反映净利

润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和与终止经营相关的

净利润。 

董 事 会

批准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同期

金额 796,418,831.66 元，列示终

止经营净利润上年同期金额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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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