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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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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姓名 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伟旭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温子健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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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 

总资产 3,554,260,168.42 3,610,388,002.84 -1.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34,992,880.96 2,108,943,326.37 1.24 

股本 1,360,132,576.00 1,360,132,576.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1.57 1.55 1.2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472,950,734.64 526,973,616.17 -10.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049,554.59 37,947,195.19 -3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740,834.96 2,757,497.22 1,703.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37 0.002 1,750.00 

基本每股收益 0.0192 0.0279 -31.18 

稀释每股收益 0.0192 0.0279 -31.18 

净资产收益率 1.22% 1.90% 减少 0.6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 1.15% 0.85% 增加 0.30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31,517.20 

所得税影响额 -894,951.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793,396.28 

合计 1,443,1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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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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6,86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1)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276,178,570 人民币普通股 

(2)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86,212,483 人民币普通股 

(3)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25,617,852 人民币普通股 

(4)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544,518 人民币普通股 

(5)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252,211 人民币普通股 

(6)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7)蔡寿鹏 4,390,536 人民币普通股 

(8)全国社保基金零零六组合 3,872,699 人民币普通股 

(9)孙弼 3,551,306 人民币普通股 

(10)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11,806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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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8,605.84 5,839.04 2,766.80 47.38%
控股子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商传媒”）预付的广告分成款等 

商誉 692.59 439.86 252.73 57.46%
华商传媒溢价购买并增资持有陕西泽润传媒发

展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短期借款 3,000.00 1,000.00 2,000.00 200.00% 华商传媒借入的短期借款增加 2000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 3,018.19 7,078.26 -4,060.07 -57.36% 上年末预提工资及奖金在本期内发放 

其他应付款 10,567.17 7,208.72 3,358.45 46.59% 收到其他单位的交易预付款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69.15 1,125.56 -856.41 -76.09%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借款减少，支付的利息相应

减少 

投资收益 -168.79 2,447.03 -2,615.82 -106.90%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未产生申购新股和投资理

财产品收益 

营业外收入 338.73 550.08 -211.36 -38.42% 本期收到的政府政策资金补贴比上年同期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604.96 3,794.72 -1,189.76 -31.35%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申购新股和投资理

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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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0,362.15 3,060.26 7,301.89 238.60%

本期收到陕西华圣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

款 2490万元和其他单位的交易预付款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3,131.30 47,368.60 -14,237.30 -30.06% 本期支付的预付购货款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0,180.74 7,092.72 3,088.03 43.54%

本期员工数量比上年同期增加，支付的 2008

年年终工资及奖金也比上年同期增加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986.77 4,300.10 1,686.67 39.22%

本期支付的代收报款、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比

上年同期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74.08 275.75 4,698.33 1703.84%

本期收到还款和交易预付款比上年同期增加，而

预付购货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85.84 -6,227.99 2,342.15 37.61% 本期对外投资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19.61 2,153.19 -10,072.80 -467.81%

本期华商传媒实施 200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产

生分配股利的现金流出，而 2007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在 2008年第二季度实施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6,831.36 -3,799.05 -3,032.31 -79.82%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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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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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将华商传媒 31.25%股权转让给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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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商传媒 31.25%股权 2007年已

过户到本公司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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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

协商之中。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其他承诺（包括追加承诺）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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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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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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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持有数量(股) 期末账面值(元)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元)

1 新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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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00

合计 141,765.00 - 141,765.00 100 0.00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申购新股，于 2008年 6月 30日中签了立立电子 6500股。2009年 4月 3日中国证

监会撤销了立立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2009年 4月 7日公司收到立立电子返还的本金及利息共 143,599.22元。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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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02月 19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实地调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介绍公司的业务情况 

2009年 03月 03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书面问询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说明公司 2008年的营业收入情况 

3.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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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