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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7                           证券简称：华媒控股                           公告编号：2018-045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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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不适用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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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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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媒控股 股票代码 0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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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坚强 张江瑾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218 号 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218 号 

电话 0571-85098807 0571-85098807 

电子信箱 ir000607@000607.cn ir000607@000607.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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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52,387,150.84 764,075,777.74 767,200,640.58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144,528.25 31,175,904.35 31,120,319.53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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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2,145,811.08 27,474,709.48 27,474,609.48 1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713,427.98 -167,751,267.92 -167,346,277.03 58.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1.75% 1.75% 0.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120,706,371.68 2,987,884,208.29 3,200,604,342.28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19,039,190.47 1,797,737,279.91 1,800,160,138.37 1.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225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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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日报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13% 489,771,977 122,442,994   

华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5% 49,408,102 0   

都市快报社 国有法人 3.95% 40,194,438 10,048,610   

浙江华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32,009,400 0   

华立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6% 22,000,000 0   

雷立军 境内自然人 1.15% 11,734,680 0   

谭希宁 境内自然人 0.75% 7,603,700 0   

王紫军 境内自然人 0.36% 3,690,529 0   

胡志剑 境内自然人 0.35% 3,559,423 0   

日照开航水产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3,540,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社）持有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都市快报社 100%股

权。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江华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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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立军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11,654,980 股股份；王紫军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

户持有本公司 3,591,129 股股份；胡志剑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2,477,123 股股

份；日照开航水产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3,540,700 股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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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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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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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本公司按照“一体两翼”的战略布局，优化华媒控股“大文创产业生态运营商”的定位，持之以恒推动文创产

业转型升级。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238.72万元，同比基本持平，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14.45万元，同比上升9.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14.58万元，同比上升17.00%。主要原因系：公司积极拓展教育业

务，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相关成本同步增长；户外（地铁）广告业务通过策划推广、管理优化等措施增收降本；报刊和发

行业务得益于征订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较大提升；印刷业务受纸张价格上涨的影响，成本剧增。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

益0.03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8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58.94%，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以及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的有关的费用减少所致。 

（一）教育业务继续拓展 

公司已经开展包括职业教育、国际教育、艺术教育、IT教育、在线教育和幼儿教育在内的教育合作项目，由控股子公

司中教未来负责运营。同时，通过统筹整合公司的教育资源，积极完善教育网络建设，进一步拓展教育培训类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教育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538.77万元，同比增长17.30%，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11.35%。由于

教育业务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因此相应的成本支出增幅超过营业收入增幅。 

（二）户外（地铁）广告业务顺利发展 

公司户外（地铁）广告业务全部由公司所属新三板公司风盛股份（证券代码838071）运营。报告期内，公司户外（地

铁）广告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858.62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15.76%。 

（三）新媒体业务保持平稳 

公司新媒体业务涵盖web互联网站、移动互联网APP、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号、手机报等。杭州网、快房网和萧山

网是公司web网站、移动互联网产品和视频内容建设的主体，华媒信息传播主要负责推进移动互联网技术平台的建设。公司

所属子公司的新媒体业务，继续和公司参股的十九楼、快点传播进行良好合作，互为支持。 

报告期内，受相关行业政策调控的影响，公司新媒体业务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快点传播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因此，

同比口径有所调整。公司独立核算新媒体企业的营业收入为4,672.39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6.21%。加上户外（地铁）

广告业务，合计营业收入占比21.97%，略低于传统平面媒体广告营业收入的占比份额。 

（四）广告和策划业务稳中有升 

公司2014年12月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时，重组后的收购资产不包括报纸采编类资产。根据报刊行业采编与经营“两分

开”的政策，杭州日报社及其他相关7家报社，与公司购买资产范围内各相关报刊经营公司签订了《授权经营协议》和《收入

分成协议》，上市公司负责经营广告、发行、印刷和新媒体等业务。根据协议，上市公司每年共需支付保底采编费用20,741

万元，为公司所属各传媒公司主要成本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平面媒体的订户数有所回升，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有所增长。各级公司积极推进会展策划活动，以会

展活动带动广告投放，发挥各业务的综合协同效应，确保广告和策划业务稳中有升。公司平面媒体广告和活动策划等实现营

业收入22,670.69万元，同比上升5.23%，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30.13%。 

（五）印刷业务成本剧增 

公司印刷业务，由报业印刷、商业包装印刷、印刷材料销售、网络印刷等构成，主要由盛元印务负责。 

报告期内，盛元印务积极优化工序，大力拓展出版、包装类业务，扩大业务规模，力争以“彼长”补“此消”，填补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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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产能缺口。报告期内，公司印刷业中非报业收入占整个印刷业收入的比例为65.31%，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

对外商业印刷收入为8,068.29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10.72%。因纸张等大宗物资价格持续上涨，新闻纸、包装用纸和其他印

刷用纸全面涨价。其中新闻纸涨幅20——25%，包装用纸涨幅20——30%，成本大幅增加，报告期内尚未实现盈利。 

（六）报刊发行和配送业务积极转型 

公司报刊发行和配送业务由报纸发行投递和物流配送构成，主要由每日送负责运营。 

报告期内，报刊发行实现营业收入13,408.83万元，同比上升49.48%；物流配送竞争激烈，实现营业收入1,243.99万元，

同比下降20.00%，合计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19.48%。 

（七）文创园区和文创金融产业稳步推进 

公司参股的华媒科创园已实现满租，并引入了阿里创新中心、国家级众创空间、知名创业孵化企业——良仓加速器、

新榜和国芝等实力企业，进一步了优化园区企业质量。报告期内，全园总产值已逾1亿元，并建立了完善的园区公共服务平

台，为园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现有文创园区项目帮助公司在园区运维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公司后续将总结园区产

业管理经验，设立专业管理机构，创新属营分离机制改革。通过政府政策扶持和市场化竞争并举模式，努力构建文创园区、

文创产业、创业孵化三位一体的集群格局，树立“华媒”文创综合体统一品牌。 

公司参股并负责管理的杭州文交所，是国有综合性文化产权交易服务机构，为国有、非国有及个人提供资产转让、租

赁、股权转让等一站式全方位服务。报告期内，杭州文交所外拓渠道，内强服务，进一步做大做强产权业务，客户量有新突

破，业务范围涉及面进一步扩大，从资产转让、租赁到股权、债权交易，基本涵盖了产权交易的所有类型。报告期内，产权

交易业务交易额累计超2亿元。积极推进电子交易平台和艺术品流转平台的各项建设工作，在做好模式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同

时，加速产品上线工作，目前，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概念开发了四款产品。探索文化礼品新品的开发和新销售

模式，已开发五大系列共41款新品，涉及青瓷、丝绸、茶道、香道，销售模式线上线下结合。积极筹设艺术家资源库。 

（八）资本运作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投资“华侨祥瑞物业费资产证券化私募投资基金壹号”和“合信安胜2号私募基金”；参与认购“浙金•

汇业187号北京长海御墅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媒投资与杭实基金共同成立了杭州杭实华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实缴出资4,950万元。目前，

该合资企业运营正常。 

报告期内，公司已启动公司债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工作，目前已分别完成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的反馈，正在顺利推

进中。 

（九）党建工作全面完善 

公司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建全覆盖，全面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华媒控股党委工作机制，

制定完成公司党建、纪检年度工作计划，按照上级党委要求开展“四提一争”专项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

化常态化，完成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党员发展、组织关系转接、问题党员处置、党费收缴、智慧党建等工作，进一步夯

实国企党建工作基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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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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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悦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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