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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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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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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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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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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以公司截至目前总股本

790,500,000股为基准，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4元(含

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200,787,00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累计未分配利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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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科传 60185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凡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16号   

电话 010-64019810   

电子信箱 investor@csp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文化产业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就是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202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档案等事业。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这是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连续第九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和国家

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战略部署，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

产业发展的活力。 

（二）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020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

见》，《意见》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

面加快融合步伐，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

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

的全媒体传播体系。”2022 年 1 月，全国出版（版权）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

和版权产业繁荣发展，大力建设书香社会，加快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国家陆续出台的一

系列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大大推动了图书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助力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新

型文化业态。数字化和融合发展将为出版产业转型提供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进出版产

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三）知识产权保护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2021 年 6 月，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新修《著作权法》彰显了

著作权的私权理念，加大了著作权的保护力度，为出版产业的良好发展提供了规范和指引，进一

步推动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知识产权强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 

（四）主题出版唱响文化复兴主旋律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对主题出版的重视程度以及资助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主题出版正

在唱响文化复兴的主旋律，并且承担起更为重要的文化使命。当下，主题出版已成为出版产业一

个非常重要的板块，许多出版企业将主题出版列为重点发展板块，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提高选题

储备、加强营销与海外推广。主题出版的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对于科技出版企

业而言，如何更好地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等主题，组织策划好主题出版精品，是责任和使命

所在，也是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 



（五）高质量发展引导产业提质增效 

2021 年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出

版业“十四五”时期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动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以多出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学习阅读需求为根本目的，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推动出版业实现质量更好、效益

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为建成出版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出版行业主管部门陆续

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对图书出版业的思想意识、内容质量、竞争格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书出版

业整体上正在由增加品种数的粗放式增长，向着重选题质量的精细化增长转型。 

（六）教育出版政策导向发生较大调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并指出“十四五”时期，

教材出版要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课程研究、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各环节。2020 年 9 月，教育部召开首

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提出教材建设要“把方向、守阵地、出精品、强队伍、抓保障”。国家对教

材建设的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统筹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必然会给出版业带来很大的挑战，也必

将带来空前的机遇。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给教材教辅行业带来巨大变化，整个学科教育培

训领域面临所未有的产业调整。“双减”政策下，传统教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教辅出版急需新出

路。未来科普出版、科学课程的出版制作或将成为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图书出版业务、期刊业务、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和知识服务业务等。 

图书出版业务：作为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公司图书出版涵盖科学（S）、技术（T）、医学（M）、

教育（E）、人文社科（H）等多个领域，学科和内容的专业性较强，准入门槛较高，主要读者和

客户为高校、科研人员及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专业人士等。此外，学术专著的出版往往可以获

得来自作者单位、有关政府机构或研究项目、基金的出版资助，除了市场销售外，部分高质量图

书还会销往海外，从而获得版权输出收入，收入来源较一般图书更广。多年来，公司始终立足于“高

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严肃、严密、严格”的出版理念和“专业化、精品化、系列化”的出版定

位，通过策划相关选题并组稿、约稿，经三审三校等编辑出版工作，打造高质量的精品力作，服



务国家科技创新。 

期刊业务：科技期刊作为科技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业务结构优化的主要突破口。目

前公司年出版期刊超过 500 种，已形成了一定的集群效应，且已经构建了以内容订阅、出版服务、

数据分析、信息整合、营销传播等多种模式于一体的商业化运营策略和盈利模式。期刊业务前端

主要通过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文章处理费（OA 期刊）形成收入，后端主要是纸刊销售、内容授权

等方式产生收入。近年来，在网络化、信息化等多元技术的推动下，学术期刊出版形态已经产生

了巨大的变化，在线出版、开放获取等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纸质期刊运营模式。 

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出版物进出口经营资

质，主要从事图书、期刊及相关数字出版物的进出口业务；主要客户为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供

应商则多为境外大型出版机构。多年来，公司与国外数百家出版公司、学会、协会建立了直接贸

易往来，形成了面向全球的出版物采购网络和覆盖全国的销售渠道。 

知识服务业务：知识服务业务是基于海量的、权威的、系统的科技内容资源，通过对内容资

源的碎片化、标引、语义关联、深度挖掘和系统分析，为科研用户提供面向科研立项、文献检索

分析、实验模拟、文献撰写与成果发表、学术传播交流等整个科研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立体化、

定制化服务。目前公司在知识服务业务板块主要布局了专业学科知识库、数字教育云服务、医疗

健康大数据、期刊融合平台四大方向，已开发上线了“科学文库”“科学智库”“中国生物志库”

“中科云教育平台（CourseGate）”“爱医课”“中科医库”“康复医学云平台”“SciEngine”等多个数字化

平台，为用户提供系统化的“科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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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6,535,376,175.36 6,032,157,326.96 8.34 5,614,936,534.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551,534,649.90 4,250,791,094.26 7.08 3,950,667,381.27 

营业收入 2,633,173,118.77 2,523,935,647.90 4.33 2,508,101,675.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6,352,654.50 465,289,637.27 4.53 465,098,337.86 

归属于上市公 450,413,127.79 451,258,102.25 -0.19 429,667,889.00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3,181,848.91 469,227,837.82 0.84 723,771,156.4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05 11.29 

减少0.22个百分

点 
12.4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2 0.59 5.08 0.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2 0.59 5.08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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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496,304.58 1,170,168,926.99 580,464,678.92 510,043,20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757,641.64 218,960,973.09 76,525,714.26 167,108,32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3,166,990.26 216,355,641.34 75,041,176.69 135,849,3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9,134,651.57 266,938,213.76 90,460,843.22 394,917,443.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6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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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份

数量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0 582,255,000 73.66 0 无 0 

国有

法人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

公司 
0 29,406,818 3.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

公司 
0 29,406,818 3.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

公司 
0 5,881,364 0.74 0 无 0 

国有

法人 

皇甫翎 3,775,875 3,775,875 0.4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69,292 3,709,493 0.47 0 无 0 其他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保险产

品 

3,454,000 3,454,000 0.44 0 无 0 未知 

戚世旺 -46,500 2,630,000 0.3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基

金权益委托投资 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09,900 909,900 0.12 0 无 0 未知 

深圳昭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昭图 5期证

券投资基金 

-2,025,022 820,000 0.10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是公司第四大股东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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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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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 2021 年度合并范围实现营业收入 263,317.31 万元，同比增长 4.33%；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48,635.27 万元，同比增长 4.53%。公司期末资产总额 653,537.62 万元，同比增长

8.3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55,153.46万元，同比增长 7.08%。公司每股收益 0.62元，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1.05%。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