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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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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传 6018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斌  

电话 010-64030643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16号  

电子信箱 pengbin@mail.scienc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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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984,853,229.60 3,071,096,305.38 2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961,671,254.11 2,060,998,000.02 43.70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2,054,385.17 -47,129,096.99 -2,471.78 

营业收入 804,742,920.16 723,032,020.22 1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9,319,502.36 54,141,533.05 6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460,691.35 51,717,637.39 5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9 2.80 增加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0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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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42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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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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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66 582,255,000 582,255,000 无 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国有法人 3.72 29,406,818 29,406,818 无 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国有法人 3.72 29,406,818 29,406,818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1.65 13,050,000 13,050,000 无 0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5,881,364 5,881,364 无 0 

黄云 境内自然人 0.08 595,000 0 无 0 

罗志刚 境内自然人 0.06 505,660 0 无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

信托－民信 11号单一资金

信托 

未知 0.06 505,500 0 无 0 

邬东海 境内自然人 0.05 400,700 0 无 0 

西藏山南世纪金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未知 0.05 370,1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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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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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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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实际变化，但实际控制人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由原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5月 5日在 http://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7-014）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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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工作总体良性平稳增长，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经营工作任务，各项

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为完成全年经营任务奠定了基础。作为上市公司运作开局的上半年，公司财

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大幅增长。2017 年上半年，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 8.05 亿元，较上年

同期的 7.23 亿元增长了 11.30%；合并净利润为 0.88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0.52 亿元增长了 68.88%。 

1. 以社会效益为先，打造精品力作 

作为中国知名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公司始终坚持“专业化、精品化、系列化”的出版理

念，面向国家重大科研需求，紧跟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立足科技前沿，不断打造精品力作，服务

科技创新。上半年公司出版的图书屡获重要荣誉，获奖总数在全国出版社中位居前列。2017 年 4

月，在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评选中，《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第

四版）（上下册） 》、《固体表面分子组装》 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截至报告期，累计共计 9 项图

书获得该奖。2017 年 5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公示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入选名单，

我公司有 3 项图书入选图书奖，分别为《分子生药学（第三版）》、《数理逻辑：基本原理与形式演

算（第二版）》和《土压平衡盾构电液控制技术》。 

2. 科技期刊影响力持续提升 

2017 年 6 月，科睿唯安公布了 2016 版《期刊引证报告》，“两刊”系列全部 9 种英文期刊的 SCI

影响因子创下历史新高，平均提升 51%。其中 6 种刊物迈入国际同领域期刊排名的 Q1 区。国内

共有 35 种期刊进入国际同领域期刊排名 Q1 区，其中公司主办或出版的位于 Q1 区的有《国家科

学评论》等 11 期刊，占比 31%。 

3. 重大项目建设喜获丰收 

2017 年，公司申报的 4 个项目《院士文创科普产品资源库》、《基于 ISLI 的内容资源资产化管

理及应用平台》、《虚拟现实（VR）生命科学馆》和《中科医学资源库》全部入选新闻改革发展项

目库；公司出版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 2017》被确定为国家出版基金 2017 年主题出

版项目。 

4. 推动出版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融合发展 

http://www.sse.com.cn/


在专业数据库产品方面，公司研发的科学文库平台是一个汇集公司全部数字图书资源的全文

阅读平台，目前平台已收录从 1951 年至今的 43,000 余种科技类图书，其中丛书 1000 余套，在国

内外出版社建立的同类型数字平台中处于规模领先地位，可满足各个层次的专业用户对权威、经

典、实用科技知识的需求。今年上半年平台进一步向细分学科发展，开发面向垂直领域用户的各

细分学科知识库产品。 

在数字教育综合服务方面，公司研发的中科云教育平台是一个集在线课程、考试系统、培训、

教学资源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教育综合服务平台，其目标为学校和师生提供一揽子教学和学

习解决方案。今年上半年中科云教育平台完成了二期工程改造，包括首页改版，更加突出了分类

检索和课程推送；完善升级课程空间、考试平台、在线录课系统；开发建设资源管理交易平台、

在线培训平台、直播系统等。 

5. 加大“走出去”力度，提升公司国际传播力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版权输出 71 种，版税收入 235.69 万元。《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中

国科学》等 5个项目入选“北京市提升出版业国际传播力奖励扶持专项资金”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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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变更原因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

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

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

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项目。“其他收益”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增加 28,712,132.37 元，“营业外收入”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减少

28,712,1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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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