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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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杨可 因公出国 冷雪 

独立董事 段若鹏 工作原因 刘洪 

 

 

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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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以 2017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213,650,273股为基数，向

公司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10 股现金分红 1.00 元（含税），2017 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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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传媒 600757 ST源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冷雪 邓涛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268号B座

12楼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雄楚大

街268号B座12楼 

电话 027-87673688 027-87679282 

电子信箱 cjcm@600757.com.cn cjcm@600757.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印制、物资贸



易为主业，拥有涵盖“编、印、发、供”的产业链，并逐步向数字阅读、在线教育、文化创意、

投资金融等领域拓展，形成了跨领域、多介质、全链条发展格局。其中，出版业务主要为一般图

书的出版、教材教辅的出版、报刊的出版及新媒体经营等。发行业务主要为图书、报刊、电子音

像制品、数码产品的批发、零售。印刷业务主要为图书、报刊印刷和纸质包装品印刷。物资贸易

业务主要为印刷物资自主采购和销售，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图书用纸、包装用纸、油墨、印刷器材、

机械及配件以及大宗商品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业务主要涉及印刷采购、印刷物资采购和出版物采购。其中，印刷采购主要委托新

华印务完成，各经营单位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或协商定价方式，根据价格、

印刷质量、服务质量等选择印刷商；印刷物资采购采取两种方式：对于小额物资由各相关单位自

主采购，相关单位与供应商单独谈判、签订采购合同的方式进行，或者由相关单位自主组织招标

比价、公开采购。对于纸张、油墨、热熔胶等大宗物资，实行集中采购方式，统一组织招标比价、

公开采购方式进行；出版物采购由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统一向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各大出版社以及

电子音像、数码产品供应商等采购产品，然后通过其覆盖全省的新华书店分公司对外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生产模式：  

公司出版业务的选题策划、报批、组稿、编辑等工作均由各出版社自主进行；排版、印刷主

要委托新华印务完成，部分业务也可由有关单位自主选定的印刷厂进行。在出版环节，选题策划

与报批由各出版社经过市场调研，结合读者消费需求分析以及作者资源等，提出出版选题内容， 经

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出版选题论证委员会层层进行论证，最终由选题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报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通过后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出版选题经过严格

审核，确保选题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形成并加强公司产品线建设和品牌建设。组稿一般分为直接

向作者约稿、委托作者代理组织稿件以及原创自采稿件。为保证拥有出版物的自主知识产权，公

司各出版单位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约定和保护作者和出版单位双方的合作条件和权利，约定稿

酬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方式等。编辑工作则主要由各出版单位内部编辑部门完成。在印刷复制环节，

公司各出版单位的图书、期刊印刷业务主要委托新华印务进行印刷和包装。在生产高峰期，公司

各出版单位也可自主选择其他印刷复制单位进行加工制作。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系统发行和零售发行两大主要发行方式。各出版社系统发行主要针对中小学教



材和进入学校征订范围的教辅材料，采用预订方式，通过地方新华书店系统发行，基本无退货；

报刊集团系统发行主要针对教育系统，采用预订方式，通过邮局系统发行，基本无退货；各出版

社零售发行主要针对一般图书以及未进入征订范围的教辅材料，采取的方式为与图书发行商签订

协议，向图书发行商提供图书，并由出版社将成品书从印刷厂发运到发行商，在约定期限内，书

店将未售出的图书退回；报刊集团零售发行主要针对大众类期刊，采取的方式为与各地经销商签

订协议，向经销商提供报刊，并由印刷厂将成品发运到经销商，在约定期限内，未售出的报刊退

回。公司所属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以打造区域性中盘为目标，快速拓展连锁市场，目前，已建成

77 家发行分公司、270 家营业网点，连锁经营体系逐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推广模式： 

公司主要分两个层面组织开展营销推广活动，一是在公司层面，由公司统一策划和组织实施

营销推广活动，包括自行组织年度教材教辅推介会、年度发行会、馆配图书看样订货会，参与每

年定期举办的全国性图书、期刊订货活动以及网络推广活动等。公司每年定期参加的主要订货活

动有北京图书订货会、刊博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全国书市、各类专业图书订货会、期刊展

示会、民营书店联合举办的图书订货会和各种图书团体采购活动，以及国际重要图书博览会。二

是各经营单位根据具体业务经营需要，自主策划和组织实施区域性、专题性的营销推广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物流模式： 

目前，公司努力打造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和物流设施，为公司物流、商

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业务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运营打下基础。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

具有完全自主的物流体系，各出版单位主要采用社会第三方物流公司服务完成图书配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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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0,036,376,789.16 9,757,848,625.28 2.85 9,423,400,525.56 

营业收入 11,231,863,421.91 13,842,966,143.36 -18.86 11,887,768,830.6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3,365,764.80 592,197,053.02 3.57 324,545,788.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2,673,243.44 479,582,242.36 2.73 233,751,732.70 

归属于上市公 6,087,725,289.75 5,534,954,151.95 9.99 5,019,101,370.88 



司股东的净资

产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5,987,647.25 669,991,009.30 -73.73 722,348,137.2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1 0.49 4.08 0.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1 0.49 4.08 0.2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0.50 11.22 减少0.72个百

分点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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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126,808.87 1,822,539,899.05 2,160,226,449.21 4,530,970,26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9,678,651.94 241,067,491.05 141,653,292.75 90,966,32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7,268,780.73 177,982,019.92 126,683,570.40 50,738,87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5,711,153.97 48,808,154.51 208,161,268.91 524,729,3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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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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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数量 



份数量 状态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684,896,237 56.43   无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9,762,100 2.45  无  其他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298,534 0.85  无  其他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天祺一号基

金   

7,061,220 7,061,220 0.58  无  其他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

合发展有限公司  

 5,714,631 0.47  无  其他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5,508,282 5,508,282 0.45  无  其他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承祺 1号基

金  

4,645,370 4,645,370 0.38  无  其他 

袁克平 -878,600 4,472,100 0.37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消费医

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943,200 3,943,200 0.32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价值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892,203 3,892,203 0.32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有资料表明以上股东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湖北长江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不含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未到

期归还部分（300，000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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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32亿元，同比下降 19%，主要是大宗贸易及其他物资贸易规模

压缩 30亿元，剔除该项因素，出版发行主业收入较上年度增长 6%；实现净利润 6.34亿元，同比

增长 5%；每股收益 0.51 元，同比增长 4%；资产总额达到 100.36 亿元，同比增长 3%，资产负债

率 38%；净资产 62.18 亿元，同比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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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修订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新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2017 年 12 月 25 日

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

计准则和通知的颁布或修订，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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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7年 04月 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

行分类列报并相应追溯重述比较报表。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重分类至资产处置

收益本期发生额的 13,119,462.44 元、上期发生额的 276,015.25 元。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期

发生额 561,124,910.44 元、上期发生额 605,786,618.79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期发生额

72,617,899.18 元、上期发生额-3,325,006.28 元。上述报表项目的列示和重分类对资产总额和

净利润及净资产无影响。 

（2）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7年 5月 10日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

助》，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 减相关成本费

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将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根 据修订后的 16 号准则要求，本期利润表中“其他收益”项目

增加 71,764,285.24 元，“营业外收入” 减少 71,764,285.24 元，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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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7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二级子公司共 22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7户，减少 5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