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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1-017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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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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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温子健 董事长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汪方怀 

王伟旭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汪方怀 

杨  力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刘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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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4,744,478,300.93 4,554,485,043.27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475,435,642.20 2,438,732,632.41 1.51

股本（股） 1,360,132,576.00 1,360,132,57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82 1.79 1.6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857,633,293.13 689,844,978.19 2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703,009.79 41,743,933.73 -1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8,024,666.05 79,349,759.89 61.3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9 0.06 5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0.0307 -1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0.0307 -1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1.81 减少 0.3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0.97 增加 0.61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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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64.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9,952.9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012,744.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352.91 

所得税影响额 1,598,999.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54,726.50 

合计 -2,440,63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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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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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267,205,570 人民币普通股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267,205,570 人民币普通股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24,2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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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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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1,494 人民币普通股 

郑素娥 8,465,260 人民币普通股 

宗燕生 6,7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蔡寿鹏 4,390,536 人民币普通股 

苗瑾 3,6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江涛 3,60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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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21,325.88 14,815.75  6,510.13 43.94%

本期控股子公司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应收

信息披露费及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商传媒”）应收广告发布费增加

存货 34,909.52 24,516.35  10,393.17 42.39%

本期公司大宗商品贸易库存增加 5976万元，华商

传媒原材料增加 2930万元，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燃气”）工程施工及原

材料增加约 1400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 0.00 12,601.77  -12,601.77 -100.00% 本期套期保值大宗商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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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31,260.00 16,260.00  15,000.00 92.25%
本期公司归还短期借款 5000万元，民生燃气及华

商传媒分别新增短期借款 3000万元及 17000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 5,844.23 12,807.69  -6,963.46 -54.37% 上年末预提工资及奖金在本期发放 

其他应付款 20,785.02 15,604.38  5,180.64 33.20% 本期华商传媒收到的广告保证金及投资款增加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数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

加 
2,552.87 1,887.42  665.46 35.26% 本期收入增加，税金相应增加 

投资收益 -1,692.70 2,585.75  -4,278.44 -165.46%

本期没有股权转让收益，大宗商品贸易套期保值

体现的账面投资收益为负数，套期保值体现的账

面投资收益与大宗商品贸易差价抵销后的收益将

为正数 

少数股东损益 3,832.26 2,439.33  1,392.93 57.10% 本期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较大的子公司盈利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802.47 7,934.98  4,867.49 61.34%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10.46 -11,079.80  8,369.34 75.54% 本期收回的投资增加及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95 -3,603.70  3,536.75 98.14%
本期控股子公司收到的少数股东投资增加及借款

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10,025.05 -6,748.53  16,773.58 248.55%

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均增加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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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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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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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承诺事项目前仍在协商之中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 - -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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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元） 

期末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券总投资

比例  （%） 报告期损益 

1 股票 601318 中国平安 49,999,621.98 1,016,168 50,259,669.28 96.81 -6,808,325.60 
2 股票 601558 华锐风电 540,000.00 6,000 437,220.00 0.84 -102,780.00

3 股票 300199 翰宇药业 332,090.00 11,000 332,090.00 0.64 0.00

4 股票 300198 纳川股份 263,500.00 8,500 263,500.00 0.51 0.00

5 股票 002563 森马服饰 268,000.00 4,000 229,400.00 0.44 -38,600.00

6 股票 002525 胜景山河 171,000.00 5,000 171,000.00 0.33 0.00

7 股票 300200 高盟新材 120,340.00 5,500 120,340.00 0.23 0.00

8 股票 601700 风范股份 70,000.00 2,000 56,680.00 0.11 -13,320.00

9 股票 300201 海伦哲 31,500.00 1,500 31,500.00 0.06 0.00

10 股票 002540 亚太科技 20,000.00 500 16,805.00 0.03 -3,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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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65,255.25
合计 51,816,051.98 - 51,918,204.28 100 -7,331,475.85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已事先获得董事会的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制定了相关的内控制度，并安排专门部门负

责证券的日常工作管理，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华商传媒下属子公司持有的中国平安（601318）1,016,168
股的期末账面值与期初账面值相比产生公允价值变动-6,808,32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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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01月 10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公司控股股东有关情况 

2011年 03月 01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首都机场资产注入问题 

2011年 03月 21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首都机场所持公司股份的转让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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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

等） 

公司衍生品交易品种包括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锌及天然橡胶

的期货合约，仅限于与企业正常的大宗商品套期保值贸易业务。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使用不超过 2 亿元的闲置资金，利用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展大
宗商品（如橡胶、铜、铝、锌、燃料油等）现货和期货套期保值

贸易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规范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确保大宗商品贸易无风险操作，公司

制定了《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操作规程》，规定了严格的贸易业务操

作规程及违规操作的处罚措施，强调必须做好套期保值操作。同

时，公司建立有完备的风险控制制度，对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法律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并做好防范。

公司开展的跨期套保交易是指当单一期货交易市场（如上海期货

交易所）同一商品不同交割月份的合约之间产生正差价且正差价

达到公司设定的收益要求时，同时买入近期交割月份的合约、卖

出远期交割月份的合约且买卖手数相同的交易行为。该交易不以

各交易合约平仓获得期货交易利润为目的，正常盈利模式为通过

各买进合约、卖出合约的现货交割方式来获取无风险的买卖差价

收益，其实质为将期货市场作为远期交易市场，通过在该市场的

现货买卖来获取确定的收益。在同一市场同一品种同一时点进行

买卖手数相同的交易（公司卖出合约在买入现货交割时部分会进

行一定比例的敞口，用于抵销交易商品因交割结算价格的变动所

产生的增值税影响），交割的现货标的物为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交

割仓库的标准化仓单，货款收付方均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因此是

安全的交易机制。 

公司开展的期现套保是指根据本公司获取无风险收益的原则，公

司向合作方购买大宗商品、同时将此笔货物全部在上海期货交易

所远期合约卖出，进行套期保值的交易。公司同步实施购货和销

售交易，将上海期货交易所作为远期交易的平台，利用上海期货

交易所的交易机制，避免其他现货贸易可能存在的风险，是一种

安全的交易机制。所选择的大宗商品均属于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交

易，交易品种属性稳定易于保存，标的物均为上海期货交易所标

准仓单，货物存放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定点交割仓库，没有货物

控制的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大宗商品交易品种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市场透明度大，

成交非常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

允价值。公司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满足套期保值准则中对公允价

值套期会计核算的要求，因此公司将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入

被套期工具科目核算。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

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公司近几年均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独立董事、保荐人或财务顾问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

情况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无风险的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履行了相关

的审批程序，在风险可控制范围内,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

的行为已建立了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并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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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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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