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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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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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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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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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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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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拟以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57,6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23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324.80万元（含税）。上述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发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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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传媒 6039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宗峰 李向勇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520号 
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520号 

电话 0931-8773313 0931-8773217 

电子信箱 yzof@163.com lixiangyong16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发展相对稳定，拥有完整的期刊、图书、电子音像出版物出版发行业务



资质和业务体系，并融合新媒体运营、文创产品开发及运营等新业态业务。公司目前拥有以期刊、

图书出版物为主，新媒体业务为辅的综合性传媒业务架构。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为期刊、图书、

教材教辅、文创产品以及阅读推广活动等，致力于满足消费者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公司业务经营模式 

1.期刊业务 

期刊出版是公司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营业务之一，公司以“打造国内一流期刊企业”作为期

刊出版战略目标，经过多年整合、吸纳和新办等方式，形成以《读者》为核心、集《读者》原创

版、《读者》校园版，及《故事作文》《老年博览》《读点经典》等为一体的期刊集群。公司所属读

者杂志社、期刊出版中心等期刊出版单位，围绕各自的出版专业定位，策划组织内容并组稿，按

专业出版流程完成出版工作，并通过邮发、零售等营销渠道对外销售。 

2.教材教辅 

公司在中小学每学期开学前，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教材品种、数量，确定本版教材和租

型教材出版方式和种类。本版教材教辅由公司直接组织选题、申报、论证、组稿、编辑、发印等

出版工作；租型教材需要向租型单位采购型版后再行组织印刷、发行。 

3.图书业务 

公司图书业务主要由所属 8 家专业图书出版单位，围绕各自的出版专业定位，策划组织内容

并组稿，按专业出版流程完成出版工作，并通过相关营销渠道对外销售。 

4.新媒体业务 

公司新媒体业务主要包括读者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微信矩阵的开发运营、读者杂志及相关图

书、文创产品的在线电商平台运营、知识类产品 APP 的研发及运营、自媒体渠道运营、新媒体广

告营销、杂志数字版权运营、品牌策划服务等。 

5.其他 

公司经营业务还包括纸张纸浆等原材料贸易、期刊广告业务、文创产品开发及销售等。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属于新闻和出版业，根据中国出版年会发布的《年度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行业整体发

展较为平稳，图书出版发行业一直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市场供求情况较为稳定。2018 年全国出

版业的主基调是不断深化改革，以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 

1.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改革出版管理体制，建立党政合一的出版管

理机构；继续推进出版单位公司制改革；继续实施优惠的财税政策；继续全面深化出版业改革。 



2.引导高质量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加大书号调控力度，引导出版企业提高图书质量；加强

主题图书引导，促进出版繁荣；产业发展稳中求进，资本运营亮点频现。 

3.传统出版与新技术、新媒体进一步融合，表现为新型图书不断涌现，专业知识服务与大众

知识服务齐头并进，新技术应用日益广泛，智能出版逐渐兴起。 

4.营销渠道更加多样，营销创新更具特色，实体书店持续复苏，网络书店强化内容引流，出

版营销新招迭出。 

5.出版“走出去”更加注重实效，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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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02,016,020.86 2,039,041,672.71 1,983,631,729.38 -1.82 1,937,284,749.52 

营业收入 760,708,704.39 830,654,969.93 789,793,426.19 -8.42 750,877,61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472,534.47 77,417,463.26 75,280,909.96 -45.14 84,252,46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947,592.00 57,483,202.70 57,483,202.70 -53.12 65,218,62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79,838,144.11 1,716,388,609.64 1,690,071,875.87 -2.13 1,643,590,93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335,558.99 54,969,112.58 49,878,761.84 71.62 150,439,07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13 0.13 -46.15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13 0.13 -46.15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6 4.58 4.52 

减少

2.12个

百分点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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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04,432.63 170,325,845.77 179,153,149.19 273,225,27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137,291.57 9,879,049.09 16,965,683.59 11,490,5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827,775.42 3,922,896.50 16,785,901.49 5,411,018.59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946,226.24 13,576,839.60 5,915,831.58 116,789,114.0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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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3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7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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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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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0 333,145,944 57.84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0 12,454,056 2.16 0 未知   国有法人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12,446,152 2.16 0 未知   国有法人 

李刚 6,700,000 9,990,000 1.7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6,940,542 1.20 0 未知   国有法人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6,940,540 1.20 0 未知   国有法人 

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249,100 5,950,900 1.0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外研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0 3,470,270 0.60 0 未知   国有法人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3,148,200 0.55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化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0,000 2,051,870 0.3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读者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为甘肃省财政厅出资的企业，酒泉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国

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为出资人的国有企业，甘肃省财政厅为甘肃省人民

政府工作部门，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甘

肃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其他股东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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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070.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42%。收入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期刊、教材教辅销售收入及广告收入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 4043.0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0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247.2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14%；基本每股收益 0.07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4.7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3.1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 0.05 元。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期刊、教材教辅的销售收入减少、加之纸张成本的上涨致使

主营产品的毛利下降，同时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有所增加，另外公司加大了营销体系建设

及市场推广投入，销售费用同比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 9,433.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1.62%。经

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增加主要是本期减少了纸张纸浆贸易，对应预付材料款项同比减少，同

时公司预收款项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20.02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1.82%；负债总额为 2.72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 0.59%，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6.80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2.13%。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公司考虑到财务报表的信息披露时效性等实际情况，于 2018 

年第三季度起按照该通知正式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格式及新增会计核算科目，并对 2017年度的财务

报表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3,790,403.1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8,582,885.08  

应收账款 84,792,481.89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0,576,875.98  

其他应收款 10,576,875.98  

固定资产 240,047,197.11  
固定资产 240,047,197.11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8,212,399.32  
在建工程 8,212,399.32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2,582,760.24  

应付账款 52,582,760.24  



应付利息 14,645.65  
其他应付款 18,134,844.36  

其他应付款 18,120,198.71  

管理费用 103,887,806.52  
管理费用   97,919,642.70 

研发费用    5,968,163.82 

会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

响，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影响，且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甘肃飞天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读者甘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旺财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读者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华夏理财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读者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民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读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读者（上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甘肃文化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