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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受托人姓名 

王伟旭、汪方怀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温子健 

储一昀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尹伯成 

1.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温子健先生、总裁刘东明先生、财务总监金伯富先生、财务部经理刘

秀菊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3,652,075,190.70 3,472,052,267.75 5.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074,986,117.80 1,955,699,860.92 6.10% 

每股净资产 1.53 1.44 6.25%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662,590.56 -65.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6 -65.96%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51,932,519.31 138,310,247.97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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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 0.0382 0.1017 -13.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0.0759                      - 

稀释每股收益 0.0382 0.1017 -13.38% 

净资产收益率 2.50% 6.67% 减少 0.68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2.00% 4.98% 增加 1.33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扣除所得税影响后） 

股权转让收益 10,580,338.05 

营业外收入 7,103,811.96 

营业外支出 -1,708,756.92 

申购新股收益 11,978,403.45 

理财计划投资收益 13,298,062.97 

少数股东损益 -6,216,017.40 

合计 35,035,842.11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4,46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276,178,57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单独管理 0601 号 72,584,755 人民币普通股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25,617,85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900,027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8,953,81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936,31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64,218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国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单独管理民生燃气 4,673,911 人民币普通股 

蔡寿鹏 4,555,936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零零六组合 3,773,071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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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存货 204,821,497.81 49,869,001.63 154,952,496.18 310.72% 业务量扩大而增加购进原材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43,000.00 42,555,555.56 -41,812,555.56 -98.25% 认购的理财新产品到期赎回 

长期股权投资 166,960,395.88 110,360,593.26 56,599,802.62 51.29% 
新增对辽宁天禹星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和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的投资 

在建工程 39,441,140.76 72,177,181.41 -32,736,040.65 -45.36% 
北京办公场所装修完毕，投入使用，

转入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120,000,000.00 280,000,000.00 -160,000,000.00 -57.14% 归还了到期贷款 

预收帐款 139,678,901.68 86,960,434.33 52,718,467.35 60.62% 预收的订报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1,752,176.72 64,987,618.82 -33,235,442.10 -51.14% 

上年度计提奖金本年度发放及结余

的应付职工福利费按规定在本期进

行了调整 

应交税费 20,126,417.35 69,178,658.44 -49,052,241.09 -70.91% 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税金 

其他应付款 90,121,706.94 51,638,010.49 38,483,696.45 74.53% 收到广告保证金增加 

未分配利润 468,588,491.61 357,480,884.12 111,107,607.49 31.08% 本期实现的净利润转入 

项目 本期(7-9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14,764,419.77 595,556,293.22 219,208,126.55 36.81% 
广告、管道燃气、信息披露费和贸

易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608,207,459.34 445,378,912.91 162,828,546.43 36.56% 销售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42,776,800.13 28,363,642.77 14,413,157.36 50.82% 业务量及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495,244.00 11,115,224.20 -6,619,980.20 -59.56% 
本期贷款日均余额比上年同期减

少，故支付利息减少 

投资收益 13,774,755.10 22,982,923.26 -9,208,168.16 -40.07% 
本期所获得的股权转让和申购新股

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23,424,511.92 -7,220,524.73 30,645,036.65 424.42% 上年同期获得所得税减免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2,369,628,955.41 1,453,111,115.29 916,517,840.12 63.07% 

本期销售收入收到的现金及收回上

年应收账款及收到的预收款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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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28,599,696.77  872,872,609.08 -644,272,912.31 -73.81% 

上年同期收回当金及徽杭高速公司

股权转让款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642,609,745.54 
985,869,294.56 656,740,450.98 66.62%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购买原材料及

商品等支付的现金相应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96,741,881.97 109,867,532.28 86,874,349.69 79.07% 

支付给员工的薪金及奖金比上年同

期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9,444,786.77  121,076,690.60 58,368,096.17 48.21%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支付的税费相

应增加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210,359,011.30  130,199,599.78 80,159,411.52 61.57% 

本期出售了深圳市金兆典当行有限

公司股权收到了现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42,148,561.56  67,742,804.36 -25,594,242.80 -37.78% 本期申购新股收益大幅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53,580,000.00  82,000,000.00 -28,420,000.00 -34.66% 

本期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投资比上年

同期减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  130,000,000.00 -90,000,000.00 -69.23% 
本期从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180,000,000.00  520,000,000.00 -340,000,000.00 -65.38% 

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

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99,063,248.81  166,915,866.22 -67,852,617.41 -40.65% 

本期支付的银行贷款利息比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因公司 2007 年第三季度尚未控股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传媒”），故 2007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07 年第四季度，公司完成了对实际控制人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华商传媒31.25%股

权的并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本公司控股华商传媒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为此，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上年同期数进行了调整。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商传媒向第一大股东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购买的辽宁盈丰传媒有限公司 85%股权、重庆华博传

媒有限公司 85%股权、天津华商广告有限公司90%股权和北京华商盈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85%股权于 2008 年 1 月份完成了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合并上述四家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为此，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了调整。 

为统一口径，本报告以调整后的期初资产负债表、上年同期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作为比较财务报表对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分析。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依据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于2006 年 11 月 15 日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和 2006 年 12 月 18 日签订

的《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承诺将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的股权及其他媒体资产注入本公司事

项：该承诺事项目前仍在协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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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报告期损益 

1 股票 002257 立立电子 141,765.00 6,500.00 141,765.00 100.00% 0.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2,897,993.04 

合计 141,765.00 - 141,765.00 100% 2,897,993.04 

3.5.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3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08 年 9 月 20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投资者 首都机场广告资产注入事项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温子健（签字） 

 

 

 

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