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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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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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决议，公司 2019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

公司总股本 2,544,9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763,470,000.00 元（含税），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详见 2020

年 4月 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凤凰传媒关于 2019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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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传媒 60192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云祥 朱昊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B座

27层 

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1号凤

凰广场B座27层 

电话 025-51883338 025-83651217 

电子信箱 xuyx@ppm.cn zhuhao@pp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凤凰传媒的主营业务为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编辑出版、发行，公司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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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一般图书出版、图书发行等主要业务板块在国内出版集团的排名均位居前列。在巩固传统业

务优势的基础上，公司持续加大转型升级力度，积极完善产业布局，在智慧教育、数据中心、影

视、职业教育等产业积极拓展，形成了新旧媒体有效融合、新老业务相辅相成的产业布局。公司

已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和多媒体、多业态的文化产业生态圈，各板块之间资源共享，业务协同，

有效减低成本，提高整体效率，做到内容、渠道、技术、物业等优质资源价值最大化。 

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如下： 

1、出版业务：主要包括教材、教辅、一般图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编辑出版。公司下

属 9 家出版单位，围绕各自的出版专业定位，策划组织选题并组稿，按专业出版流程完成图书出

版工作，并通过相关渠道面向市场进行销售。其中，5 家出版单位从事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7

家单位具备中小学教辅出版资质，9 家单位都从事一般图书出版业务。人民社等 5 家出版社共有

19 种中小学教材经教育部审定成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教材，列入国家教学用书目录，在全国

推广使用。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协议，从 2017 秋起在江苏省代理义教阶段道德与法治、语文、

历史三科国家统编教材的教材培训、生产印制、质量管理、销售发行、售后服务等事项。公司下

属各出版单位围绕自身出版理念和专业定位，策划相关选题并组稿，或采用相应的社会来稿，经

三审三校等完成出版流程，通过相关发行渠道走向市场。 

2、发行业务：主要包括教材教辅发行和一般图书发行业务、教学装备销售、物流配送、文化

商业地产运营等业务。公司作为江苏、海南两省唯一具备教材发行资质的单位，还承担着两省各

地各校教辅材料的发行工作（承担各省评议公告教辅材料发行的单位，应具备教材发行资质）；公

司通过实体书店连锁经营、电子商务、团供直销、流动供应等方式开展一般图书发行业务。 

3、数据业务：依托优质的数据中心资源，高品质、大容量宽带资源，专业、高保障运维服务，

以机房（机架）租赁、带宽运营、云服务为主要业务，面向政府和企事业客户提供安全、按需使

用的 IT 服务。 

4、影视业务：通过主投与参投相结合的方式，从事电视剧、电影的制作、发行、艺人经纪及

相关服务业务。 

5、软件业务: 主要从事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学软件、虚拟实训软件、网络平

台及教育 APP 的研发、销售，包括产品策划、软件开发、推广销售等。 

6、游戏业务：自主研发、运营手机游戏业务，代理运营其他手机游戏企业的产品。 

（二）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9 年 8 月发布的《2018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尚无权威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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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业数据），2018 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18687.5 亿元，

较 2017 年同口径增长 3.1%；拥有资产总额 23414.2 亿元，增长 5.6%；利润总额 1344.3 亿元，增

长 2.7%。全国出版新版图书 25.5 万种，降低 2.8%；总重印图书 25.7 万种，增长 8.4%。图书出版

实现营业收入 937.3 亿元，增长 6.6%；利润总额 141.3 亿元，增长 2.8%。出版物发行实现营业收

入 3116.3 亿元，降低 2.0%；利润总额 250.7 亿元，降低 11.5%。全国出版新版图书 24.7 万种，较

2017 年降低 3.1%；总印数 25.2 亿册（张），增长 10.7%。全国出版重印图书 27.2 万种，增长 5.7%；

总印数 57.7 亿册（张），增长 7.2%。新版图书品种下降，总印数与单品种平均印数均有较大增加。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文化消费需求的提升，新闻出版产业整体继续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图书出

版的结构呈现持续优化的趋势。但是传统图书出版业务的增速明显低于数字出版，传统出版物发

行面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传统国有图书出版企业转型压力继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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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3,822,020,770.63 21,762,852,233.72 9.46 20,577,337,540.95 

营业收入 12,585,443,624.30 11,788,703,231.48 6.76 11,050,483,085.0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43,618,178.32 1,324,895,653.69 1.41 1,165,922,927.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72,459,471.16 1,007,694,510.58 16.35 775,778,509.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910,758,310.71 13,332,833,024.31 4.33 12,387,183,307.0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88,619,783.23 2,188,043,218.94 9.17 1,816,911,231.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280 0.5206 1.42 0.45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9.91 10.33 减少0.42个百

分点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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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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113,236.61 3,836,627,092.49 2,473,349,477.22 3,925,353,8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2,075,497.16 564,772,323.82 251,320,457.51 205,449,89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74,297,054.33 543,350,412.13 237,047,964.58 117,764,04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7,917,914.53 173,359,500.47 426,560,425.32 1,090,781,9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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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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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0 1,172,780,258 46.08 0 无   国有

法人 

凤凰集团－华泰联合

证券－16凤凰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0 680,000,000 26.72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74,807,827 2.94 0 无   国有

法人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天达环球策略基

金－全中国股票基金

（交易所） 

32,378,525 32,378,525 1.27 0 无   境外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

组合 

4,411,524 22,097,349 0.87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0 13,856,100 0.54 0 无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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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

组合 

11,370,188 11,370,188 0.45 0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

组合 

9,503,859 9,503,859 0.37 0 无   国有

法人 

阿布达比投资局 9,489,376 9,489,376 0.37 0 无   境外

法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收益组合 

0 8,623,198 0.34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收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于 2016

年发行了可交换债券，将持有本公司的 680,000,000 股标

的股票划入“凤凰集团－华泰联合证券－16凤凰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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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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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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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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5亿元，同比增长 6.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43亿元，同比增长 1.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2

亿元，同比增长 16.35%；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流量为 23.89亿元，同比增长 9.17%。报告期

末，公司总资产 238.22 亿元，同比增长 9.4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39.11 亿元，同比增长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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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或境外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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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修

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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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 号）》相关规则执行。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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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上述两项关于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及新金融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均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其中，新金融准则的会计政策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内容主要包括： 1、企业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

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

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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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5、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会计处理。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比较财务报表列报

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不会对本期和会计政策变更

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修订通知，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

进行调整： 1、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

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

计入“固定资产”项目；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

工程”项目；5、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

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

“长期应付款”项目； 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利润表“管理费用”中的“研

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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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19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包括本公司和受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116家，并

无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有关子公司的情况详见本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本公

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5家，减少 8家，详见本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