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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浙报传媒 股票代码 6006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庆 吕伟兰 

电话 0571-85310949 0571-85311338 

传真 0571-85058016 0571-85058016 

电子信箱 zdm@600633.cn zdm@600633.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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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9,023,753.22 6,562,171,927.34 6,562,171,927.34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605,495,848.93 3,543,355,378.34 3,543,355,378.34 1.7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910,374.96 99,221,944.61 102,296,829.91 -142.24 

营业收入 1,268,083,941.69 947,252,060.98 929,753,088.98 3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8,128,034.21 176,245,736.98 176,325,994.93 6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7,495,971.86 172,011,159.46 172,065,353.52 4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92 9.37 9.42 减少 1.4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0.3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0.36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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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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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76 591,337,056 591,337,056 无 

新洲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7.06 83,887,702 0 未知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2.42 28,776,978 0 未知 

上海白猫（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 19,565,322 0 未知 

上海祺禧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未知 1.54 18,244,604 18,244,604 未知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8,000,000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沪 

未知 0.69 8,169,898 0 未知 

东海基金－光大银

行－东海基金－鑫

龙 4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63 7,441,790 0 未知 

汇添富基金公司－

工行－中海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未知 0.61 7,194,244 0 未知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5 6,582,73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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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传统媒体特别是报业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和新媒体分流的挑战比预期严峻，

东部沿海地区影响尤甚。面对挑战，国内报业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步伐，整合融合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中央提出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

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

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这是国家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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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来，报业迎来的最直接、也是最好的战略机遇，蕴含着巨大的政策、行业和产业机会。

作为在国内率先确立互联网化发展战略的强势地方媒体集团，公司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加速互联网化建设，加快构建互联网枢纽型传媒集团的基本框架。 

报告期内，围绕“互联网枢纽型传媒集团”的战略目标，公司秉承“传媒控制资本，资

本壮大传媒”的理念，积极发挥主流媒体优势，大力拓展 O2O 商业服务，新确立了智慧服

务产业拓展方向，并以产业链打通互动娱乐和影视两大产业，加快推进新闻资讯、数字娱乐、

智慧服务和文化产业投资“3+1 平台”布局。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打造新闻资讯、数字娱乐

和 O2O 商业服务三大产品线，重点突破，全面发展，努力确保现有传统媒体主营业务竞争

实力和市场份额，全力扩大互联网用户规模，不断提高互联网业务比重，加快推进主营业务

结构转换，互联网业务利润贡献超过传统媒体。 

作为中国报业第一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传媒集团，公司率先探索融合发展路

径，报告期内，通过全面、深入研究全球范围内传统媒体转型的实践和思考，特别是总结公

司近几年艰苦却富有成效的互联网化探索，在国内报业率先提出了融媒体时代“新闻+服务”

的新商业模式，在重构了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逻辑之后，首次重构了融媒体时代用户开发的

产业逻辑。 

在融媒体时代的传播逻辑和产业逻辑研究创新的指导下，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发展用户、

集聚用户和开发用户的步伐，有效拓展和延长传媒价值链和产业链。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数

据库建设首期目标，主要包括 600 万传统报业用户，边锋 3 亿注册用户和 2,000 多万活跃用

户。公司正全力发展、集聚和开发浙江省新媒体矩阵——“三圈环流”的用户。“三圈环流”

是以“浙江新闻”移动客户端、新版浙江手机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和视频新闻为核心圈的

浙江权威新媒体平台，以边锋网新闻专区和新闻弹窗、云端悦读 PAD 客户端、边锋互联网

电视盒子、钱报网、腾讯•大浙网新闻专区以及各县（市、区）域门户为紧密圈的主流新闻

传播平台，以各运营媒体 200 多个微博、微信等第三方网络应用和专业 APP 为协同圈的主

流价值传播平台。此外，公司正围绕 O2O 新平台建设数据库，与浙江民政厅合作建设浙江

省养老数据库。公司争取到 2015 年达到 5,000 万活跃用户数据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6,808.39 万元，同比增长 33.87 %，利润总额 38,731.30

万元，同比增长 7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12.80 万元，同比增长 63.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49.60 万元，同比增长 49.70%。报

告期基本每股收益 0.24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3.33%。 

公司各平台经营情况如下： 

① 新闻资讯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确定了以传媒主业创新升级为主要目标的 13 项重点工作，以及一批重

点稳固项目、一批增量提升项目、一批创新培育项目等“三个一批”共计 47 个重点项目，

大力推广立体传播、复合营销，确保都市报、党报、县市报等各媒体业务板块稳定持续发展，

加快新闻资讯平台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整合浙报发展、浙江在线、浙商传媒等子公司资源，成立浙报传媒电商

全媒体中心，协同拓展营销，开展对接浙江省政府“电商换市”目标的全媒体推广和培训项

目，协助推动“市场强省”电商化，已和浙江省商务厅、杭州市贸易局和部分县（市）政府

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和提升计划落地活动，并成功组织了“全球视野电商机遇”高峰论坛、

浙商电商高峰论坛、浙商 O2O 训练营、浙报传媒商学院电商分院等活动和培训。 

报告期内，浙报传媒旅游全媒体中心和钱报公司地产传媒中心整合效应明显，全媒体优

势持续体现。旅游全媒体中心整体营收同比增长显著，在国内媒体中率先探索与创新旅游营

销模式，创建区域性旅游微店电商平台，全力筹建中国旅游微信联盟并计划开展一系列微采

风活动，全面启动 2014 年“看晚报，游浙江”大型主题推广活动等；地产传媒中心同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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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市场份额继续上升,目前对主要的 100 多家客户均实现了团队专业化服务，包括新闻

跟踪、广告业务跟进、线下活动支持、新媒体服务。新成立钱报地产营销策划公司，以销售

代理、营销策划为主要业务,加大新媒体的开发和应用，报告期内，购房宝网站成功上线，

目前已形成“杭州房产”、“置业江南岸”等微信矩阵,线下活动推陈出新，陆续推出了音乐

置业节、运动置业节、社区露天电影置业节等活动。 

报告期内，浙江在线完成浙江手机报升级改版，推出云端阅读魔方书城，为无线阅读业

务的快速发展搭建新平台。浙江在线积极调整经营结构，引进优秀的操盘团队，大力拓展“住

杭网”电商项目，报告期内电商项目营收已占房产业务的半壁江山。 

报告期内，县市报板块依托九家县市报，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第一传媒，试点的永康

生活网已经成为当地最热的论坛，海宁的潮城 818 生活网的 pv、uv 和论坛帖、微信粉丝数

都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现已进行模块复制，加速推进其他县市区域门户网站建设。 

② 数字娱乐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建设以边锋网络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娱乐平台，边锋网络平台媒体化、

竞技化均取得良好成效。 

边锋媒体化体现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成果。公司发挥主流传媒集团内容生

产的优势，在充分考虑用户接受度和使用偏好基础上，推出了为边锋用户量身定制的新闻产

品，传播效果有突破性提升。同时，边锋进军互联网电视领域，推出互联网电视机顶盒，积

极利用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机顶盒监管的机会，加强研发，推动创新合作。边锋海外战略布

局中，美国、新加坡的海外公司已设立完成，在对已有的产品做本地化调整的基础上，加快

开拓东南亚、欧美市场。 

继公司承办全国电子竞技大赛后，边锋竞技化取得新突破，5 月上线游戏直播平台战旗

TV。战旗 TV 致力于打造国内最专业的高清游戏直播平台，探索除游戏及广告外的创新盈

利模式。战旗 TV 首选竞技游戏直播，短短 2 个月已经跻身游戏直播平台前列。战旗 TV 在

产品的差异化优势方面领先业内：国内首创可回看的直播功能、支持自主重播功能 24 小时

不间断直播、首创三种码率的实时切换、多终端齐发实现终端全覆盖。战旗 TV 拥有业内数

一数二的官方资源，不仅签下了诸多国内最高级别电竞选手，以冠名入驻等方式签约了多家

冠军俱乐部，取得多项游戏赛事的独家、首家转播权，并一直保持与各大游戏厂商密切合作，

多方式多维度吸引新老用户。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布局影视、互联网视频和动漫产业，突破数字娱乐产业链两端的网

络阅读和网络视频两大短板，加快建设完整的数字娱乐产业链，实现数字文化产品的滚动开

发和用户互动。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1 亿元增资唐人影视，通过对唐人影视的增资，提升在

影视圈的行业影响力，导入专业力量，发展公司影视内容和影视 IP 资源建设，强化公司互

动娱乐业务的整体竞争力，加速公司在影视产业的布局。 

③ 智慧服务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实践融媒体时代“新闻+服务”的产业创新，钱报公司的钱报有礼

官方网站正式上线，以“小电商，美生活”的定位，推出爱购生活、吃货福利、健康直购、

江南酒坊、悠游浙江、母亲生活、全球购、家电直购八个垂直专业场馆。目前钱报有礼电商

营收增长迅速，积累了一定数量用户，形成一主网站、八个分馆、APP 客户端、微商城、

线下体验店、呼叫中心等系列架构，还开发建设了手机移动配送实时系统。 

公司全资的网络医院项目成功落地，浙江智慧网络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网络医院公

司整合网络挂号等相关业务，以互联网思维开发健康服务产品，积极建设综合专业健康服务

平台。公司和子公司老年报公司正致力于以社区服务为中心，提供多方位养老配套服务，从

事老年服务产品的集中采购、网站的建设运营、呼叫中心服务和老年产业相关教育培训等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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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文化产业投资平台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东方星空完成 16,510.12 万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数据服务、游

戏等新媒体相关领域：投资新媒体基金星盟（杭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 万元，占比

49.38%；投资游戏产业基金杭州先睿掌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00 万元，占比

49.00%；购买大数据公司北京千分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00 万元公司债权；投资海外视频

分发平台东方嘉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00 万元，占比 6.01%；投资电子竞技对战平台上海

起凡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895.40 万元和起于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9,114.72 万元，分

别占比 5.75%。 

报告期内，东方星空出售完成所持有的杭州宋城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70%的股份，

截止目前宋城股份的股票均已出售完毕，总投资收益率 2.81 倍。东方星空通过在浙江省产

权交易中心以挂牌交易的形式转让所持有的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80%的股权，总投

资收益率 32.10%。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268,083,941.69  947,252,060.98  33.87  

营业成本 627,485,675.76  499,372,976.48  25.65  

销售费用 135,037,677.64  99,439,421.11  35.80  

管理费用 166,545,535.90  99,459,807.77  67.45  

财务费用 6,398,513.75  9,588,084.79  -33.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10,374.96  99,221,944.61  -142.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941,925.35  -2,340,442,091.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289,278.25  2,504,898,500.95  -109.07  

研发支出 51,321,822.90  13,260,565.13  287.03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化导致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化导致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化导致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化导致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支付采购款增加和支付给职

工的薪酬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期收购杭州边锋和上海浩方支付

投资款金额较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期非公开发行吸收投资和借入银

行借款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化导致增加。 

 

2、  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1）公司 2013 年 4 月完成对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上海浩方在线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收购，该等公司自 2013 年 5 月起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报

告期业绩包含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浩方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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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期子公司出售持有的杭州宋城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取得处置收益，从

而导致投资收益显著增长。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和《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其中，

1,561,685,507.34 元已于 2013 年 4 月用于支付收购杭州边锋 100%股权以及上海浩方 100%股

权项目，剩余 700,773,168.43 元交易尾款（其中 773,168.43 元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留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报刊发行收入 193,311,340.04 155,444,568.72 19.59 -4.19 -11.99 
增加 7.13 个

百分点 

广告及网络推

广收入 
418,815,446.37 199,464,281.73 52.37 -8.22 -3.09 

减少 2.52 个

百分点 

印刷收入 26,193,618.56 19,813,942.97 24.36 -9.37 -11.87 
增加 2.15 个

百分点 

无线增值服务

收入 
18,401,877.91 14,179,391.81 22.95 -9.77 -9.54 

减少 0.19 个

百分点 

在线游戏运营

收入 
344,530,451.88 29,527,211.61 91.43 214.43 203.02 

增加 0.32 个

百分点 

游戏衍生产品

销售收入 
11,854,529.48 6,295,575.31 46.89 36.86 29.08 

增加 3.20 个

百分点 

平台运营收入 12,975,192.38 7,852,496.12 39.48 63.78 98.51 
减少 10.59

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收入 122,077,394.55 120,134,201.10 1.59 703.00 713.64 
减少 1.29 个

百分点 

其他收入 96,894,200.05 68,558,489.36 29.24 50.71 104.90 
减少 18.71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地区 1,245,054,051.22 36.36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作为中国报业集团中第一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公司，坚持“传媒控制资本，

资本壮大传媒”的发展理念，构筑有别于同行业公司的独特核心竞争优势，这是公司未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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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公司顺应传媒发展趋势，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战略明确。报告期内，公司优化产业格局，率先突破融媒体时代的商

业模式创新难题，核心竞争优势更加明显。 

1、政策机遇优势 

报告期内，中央提出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是公司自

上市以来遇到的最直接、最好的战略机遇，蕴含着巨大的政策、行业和产业机会。中央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预计将给传媒行

业带来持续的政策优惠和支持。作为地方强势传媒集团，公司一直以先发优势走在同行前列，

在战略规划、经济实力、产业布局、体制架构、团队建设等方面初步具备了转型为新型媒体

集团的良好基础，在同行业中更有条件承接和把握政策机遇，有效整合市场和产业机会，加

快建设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2、强势媒体优势 

公司负责运营的《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浙江在线、《浙商》杂志、县市报等均属于

区域性强势媒体或处于独家垄断地位，读者超过 600 万，媒体数量和产业规模均居全国报业

集团前列。 

旗下《浙江日报》在全国党报经营中名列前茅，广告利润列全国省级党报第一，发行量

位列全国省级党报前三甲，省级党报千人拥有量全国第一；《钱江晚报》是浙江省及杭州市

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多、阅读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类报纸，连续八年蝉联世界报

业发行 100 强，晚报都市类报纸竞争力全国第二。《钱江晚报》微信传播力排名全国第二，

报纸移动传播力在全国百强榜中排名第十三位。 

3、品牌公信力优势 

《浙江日报》是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以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成为浙江

省第一主流媒体。《浙江日报》已经连续 6 年入选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品牌价值

近 70 亿元；《钱江晚报》八度荣膺亚洲品牌 500 强，十一度入选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世

界品牌实验室评估的品牌价值高达 81.96 亿元，居浙江省媒体第一位。   

2013 年，公司入选上证公司治理板块，随后入选上证 180 指数及沪深 300 指数。 

4、政府资源及公共关系优势 

作为国有文化传媒企业，公司拥有良好的政府资源和公共关系资源优势。长期以来，得

到中央、省、市、区（县、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得以享

受优惠政策，并进行新的体制、机制的试点和改革。截至目前，累计已有“云媒体服务平台”

等 7 个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公司成功嫁接社会优势资源，与多个领域的

大型核心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为传统媒体向各领域的转型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5、持续创新能力优势 

公司承继了浙报集团的持续改革创新基因，在全面市场分析和产业研究的基础上，实施

了对杭州边锋和上海浩方的跨媒体、跨业态收购，以快速切入新媒体领域，整合主流媒体集

团的内容优势和杭州边锋、上海浩方新媒体平台优势，以及双方在用户、渠道、广告客户等

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协同效应，实现公司由传统媒体经营向跨媒体、跨业态经营的快速转

型和跨越式发展。“全国化、全媒体”战略布局为未来发展奠定下良好的基础优势。 

根据发展形势和实际情况变化，围绕战略目标，适时调整发展新闻资讯、数字娱乐、智

慧服务和文化产业投资“3+1”平台策略，坚定不移走融合发展之路，积极探索“新闻+服

务”的新商业模式。 

公司在国内主流媒体集团中率先组建数据库业务部，快速集聚优秀人才，大规模投入建

设用户数据库和呼叫中心，技术研发力量不断壮大，目前已拥有包括边锋团队在内的千余名

互联网专业技术人员，为公司的持续创新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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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户平台优势 

公司数字娱乐产业拥有首个国有资本控制的自主性互联网用户平台。该平台拥有 3 亿注

册用户，2,000 多万活跃用户。新闻资讯产业所依托的“三圈环流”新媒体矩阵以及智慧服

务产业养老、医疗等数据库建设，将大大扩充公司用户数据，到 2015 年将形成 5,000 万活

跃用户数据库。公司将紧紧抓住中央建设新型媒体集团战略部署的机遇，加快构建由报纸读

者向多元用户转变、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转变、提供单一新闻资讯向以新闻资讯为核心的综

合文化服务为主转变的互联网枢纽型传媒集团，建设“传媒文化金字塔”，在满足用户文化

娱乐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传媒集团的价值传播理想。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度共对外投资项目 9 个，共计 25,187.12 万元。 

被投公司/被投项目 主要业务 投资额（万元） 投资比例 

星盟（杭州）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代

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为创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

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000.00 49.38% 

北京东方嘉禾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技

术推广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投资咨询；投

资管理；企业策划。 

1,000.00 6.01% 

杭州先睿掌奇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股权投资及相关

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500.00 49.00% 

上海起凡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通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系统等专业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制作、

销售，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互联网

游戏出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95.40 5.75% 

起于凡信息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应用软件）及计算机系统

集成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自产产

品，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和技术支持；

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114.72 5.75% 

天津唐人影视有限

公司 

电视剧、专题、综艺、动画片等节目制

作、发行；影视文化信息咨询；电影设

备及器材的销售，器材租赁；从事广告

业务；动漫设计；从事网络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10,000.00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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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影视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演出及演出经纪）；承办展览

展示；经济贸易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摄影服务；文艺创作；公共关系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当贝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网络技术、计算

机软件、通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网页设计、

计算机系统集成、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

自动化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批

发、零售：电子产品（除专控）、计算机

软硬件。（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107.00 40.00% 

上海华奥电竞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设

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从事货物与

技术的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70.00 9.00% 

上海卓旗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从事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电信工程（除基础电

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通信工程，电

子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经营项目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300.00 12.00% 

合计 / 25,187.12 / 

 

(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万元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

价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000156 华数传媒 25,183.07 4.9772 4.9772 30,778.93 812.42 812.42 
长期股 

权投资 

对外 

投资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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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 

年份 

募集 

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3 
非公开

发行 
226,168.55 / 156,168.55 70,000.00 转存定期存款 

合计 / 226,168.55 / 156,168.55 70,000.00 / 

①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78 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164,410,066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9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285,299,917.40 元，坐扣

承销费用 13,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272,299,917.40 元，由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保荐费等与发行权益

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0,614,410.06 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2,261,685,507.34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3〕84 号）。 

 

②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 201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561,685,507.34 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累计已

使用募集资金 1,561,685,507.34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773,168.43 元。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700,773,168.43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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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 

名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 

募集资

金本报

告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目

进度 

预计

收益 

产生收益

情况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变更原因

及募集资

金变更程

序说明 

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上海浩方在

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项目 
否 226,168.55 / 156,168.55 是 100% [注] 16,177.38 是 / / 

合计 / 226,168.55 / 156,168.55 / / / / / / / 

注：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审核报告》（天健审〔2012〕5739 号和天健审〔2012〕5740 号），分别对应杭

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预计收益为 28,874.48 万元和上海浩方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预计收益为 3,212.64 万元，合计 32,087.12 万

元。实际产生的收益占全年预计收益的 50.42%。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 

名称 

公司 

性质 
业务 性质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浙报 

发展 
子公司 出版 发行业 

国内版（除港澳台）图书报刊销售等  
1,500.00   11,285.03   5,477.31 11,310.78   2,913.82  2,902.56 

钱报 

公司 
子公司 出版 发行业 

国内版（除港澳台）图书报刊销售等  
5,000.00   45,441.87   15,666.87  28,540.46   4,998.69  5,129.02  

东方 

星空 
子公司 投资业 

文化产业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等  
50,000.00   73,436.07  64,385.19     /  7,439.25  7,439.97  

杭州 

边锋 
子公司 软件业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网络游戏等  
1,000.00  108,188.78   73,148.67  31,220.71  16,432.65  13,9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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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星盟（杭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已完成投资 3,000.00 3,000.00 0.62 

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已完成投资 1,000.00 1,000.00 0 

杭州先睿掌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0.00 项目进行中 500.00 500.00 -0.15 

上海起凡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895.40 已完成投资 895.40 895.40 0 

起于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9,114.72 已完成投资 9,114.72 9,114.72 0 

天津唐人影视有限公司 10,000.00 已完成投资 10,000.00 10,000.00 0 

杭州当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已完成投资 107.00 150.00 -9.05 

上海华奥电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70.00 已完成投资 270.00 270.00 0 

上海卓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已完成投资 300.00 300.00 0 

合计 26,200.12 / 25,187.12 25,230.12 / 

 

四、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6 日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普通股 594,143,7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现金

红利 0.3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07,950,328.25 元(含税)，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入下一年度；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股转增股本 1 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 1,188,287,590 股。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5 月 19 日，除息日为 2014 年 5 月 20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为 2014 年 5 月 23 日。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股东大会决议，组织实施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方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

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告》（临 2014-017）。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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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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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1）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① 本期子公司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上海锋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4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10141000060435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400 万元，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400 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 100%，本公司通过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

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② 本期子公司上海锋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Bianfeng Entertainment Holding 

PTE. LTD.，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在新加坡公司注册局办妥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201413064E 的注册证书。该公司注册资本 1 新加坡元，上海锋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投资 1

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 4.99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本公司通过上海锋浩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③ 本期子公司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浙江浙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00000007254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出资 102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1%，本公

司通过钱江报系有限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④ 本期子公司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杭州钱报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10300020092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本公司通过钱江报系有限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⑤ 本期子公司乐清日报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乐清市新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38200031069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乐清日报有限公司出资 21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0%，本公

司通过乐清日报有限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⑥ 本期子公司绍兴市柯桥日报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绍兴同城网络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62100028602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绍兴市柯桥日报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本公司通过绍兴市柯桥日报有限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