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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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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一昀 独立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尹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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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元） 5,447,858,048.38 5,220,003,547.28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691,123,121.05 2,663,101,324.77 1.05

总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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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1.96 1.0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747,553,302.33 857,633,293.13 -1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70,340.12 36,703,009.79 -2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1,382,403.83 128,024,666.05 -515.0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39 0.09 -53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0270 -27.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0270 -2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48 减少 0.4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1.58 减少 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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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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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6,491.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7,988.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564,156.62 

所得税影响额 -1,432,367.21 

合计 4,167,95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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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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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7,205,570 人民币普通股

（2）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22,605,629 人民币普通股

（3）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65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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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8,125 人民币普通股

（5）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924,615 人民币普通股

（6）宗燕生 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170,901 人民币普通股

（8）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834,693 人民币普通股

（9）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增强２０号 4,503,335 人民币普通股

（10）蔡寿鹏 4,39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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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90,195.64 127,999.04 -37,803.39 -29.53%

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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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
往来款增加导致货币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7,059.24 13,599.10 -6,539.86 -48.09% 主要是基金赎回导致 

应收票据 330.45 851.63 -521.18 -61.20%
主要是华商传媒本期承兑银行承兑汇票导

致 

预付账款 51,807.52 14,743.86 37,063.66 251.38% 主要是华商传媒预付广告发布费增加 

其他应收款 19,871.08 10,663.08 9,207.99 86.35%
主要是华商传媒支付设备保证金及投资款

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2,670.01 - 2,670.01 - 主要是华商传媒增加银行理财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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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74,819.25 48,333.90 26,485.35 54.80% 主要是华商传媒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7,026.68 12,723.19 -5,696.51 -44.77%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末预提的年终考核浮

动工资及绩效奖 

应付股利 987.69 1,947.69 -960.00 -49.29%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时报传媒”）本期发放上

年度应发未发的股利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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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16 348.78 645.38 185.04%
主要是华商传媒短期借款增加导致利息增

加 

资产减值损失 48.04 -67.08 115.13 171.62%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坏帐

准备导致 

公允价值变动净

收益 
299.34 -391.83 691.17 176.40%

主要是华商传媒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导致 

投资收益 436.68 -1,692.70 2,129.38 125.80%
主要为上期套期保值亏损及申购新股亏损，

另外本期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667.03 3,670.30 -1,003.27 -27.33%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及时报传媒利润减少

导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6,085.39 8,926.29 -2,840.90 -31.83%
主要是华商传媒及民生燃气其他应付款减

少导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96,030.30 56,323.38 39,706.92 70.50% 主要是华商传媒预付广告发布费增加导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6,692.79 9,657.78 -2,964.99 -30.70%

主要是华商传媒 2012年同期缴纳 2011年的

所得税费用比 2011年同期缴纳 2010年的所

得税费用减少导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7,602.68 5,813.23 11,789.45 202.80%

主要是华商传媒及其子公司支付往来款增

加、支付设备保证金增加、支付营业费用增

加、代收代付商家款增加等导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61,387.47 13,274.12 48,113.35 362.46%

主要是本期开展银行理财投资业务，上年同

期没有此项业务 

投资支付的现金 63,441.42 12,888.35 50,553.07 392.24%
主要是华商传媒增加银行理财投资、对外投

资等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66,485.35 21,972.00 44,513.35 202.59% 主要是华商传媒短期借款增加导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43,000.00 8,000.00 35,000.00 437.50%

主要是华商传媒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增加导

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还利息支付的

现金 

4,094.49 19,438.68 -15,344.19 -78.94%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传媒对股东分红，本期

未分红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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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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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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1、2月 8日，公司总裁刘东明、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金伯富、董事会秘书金日等参加了海南证监局组织的“海南上市公司

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动员大会”，会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相关会议，成立了以董事长温子健为组长的内

控工作领导小组和以总裁刘东明为组长的内控项目组，并要求各成员认真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

2、为了确保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按海南证监局《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要求

制定了《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工作方案》，就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作出了具体安排，确定了内控实施范围及重

要业务流程范围。该工作方案已经 2012年 3月 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报海南证监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并予以披露。 

3、2月 27日，公司召开了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动员大会。在会上，总裁刘东明宣布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工作启动。

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金伯富就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发表了讲话，并宣读了《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工作方案》。 

4、3月 6-7日，由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金伯富带队，组织内控项目组部分成员参加了海南证监局举办的海南上市公司

实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培训班。 

5、3月 14日，公司下发通知，要求列入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实施范围的五家主要子公司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陕西

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上海鸿立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新海岸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应高度重

视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工作，按照公司总部要求，制定符合各自公司具体情况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工作方案，成立相

应的以公司负责人为组长的内控项目工作组。各单位已在 3月 31日前按要求上报了适合于各单位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

工作方案》。 

6、积极筹备 4月 21-22日在海口举办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与上市公司监管法规培训班”，如：拟定培训内容、聘

请授课老师、确定参训人员名单、确定培训地点和准备培训资料等。 

7、为提高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效率，少走弯路，公司拟聘请实力雄厚、有经验的咨询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

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8、要求内控项目成员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学习，组织收集整理公司现有的规章制度、管理制度，
为下一步梳理业务流程、标示风险点和查找缺陷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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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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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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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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08 中际装备 20,000.00 1,000 20,000.00 0.03 0.00

2 股票 780012 隆基股份 21,000.00 1,000 21,000.00 0.03 0.00

3 股票 601318 中国平安 49,999,621.98 1,016,168 37,171,425.44 51.42 2,174,599.52

4 基金 519678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0.00 30,000,000 28,380,000.00 39.26 870,000.00

5 基金 A600004 中投汇盈基金优选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00 3,000,000 3,000,000.00 4.15 0.00

6 基金 A600005 金中投转型升级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基金 2,000,000.00 2,000,000 2,000,000.00 2.77 0.00

7 债券 204004 GC004 1,700,068.00 17,000 1,700,068.0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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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533,067.24

合计 86,740,689.98 - 72,292,493.44 100 6,577,666.76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证券投资行为已获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并制定了相关的内控制度，安排专门部门负责证券投资的日常

管理工作，合理利用暂时闲置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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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59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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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年 01月 12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证券诉讼案情况 

2012年 02月 22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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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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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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3月 27日，公司及子公司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合计买入橡胶 RU1204合约 1780吨，买入均

价 29100元/吨，并同时签订了对应数量的橡胶销售合同，销售均价 29424元/吨，贸易毛利润已

锁定。报告期末，公司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持有合约的全部浮动亏损合计为-44,500.00元是因为上

海期货交易所结算制度影响，由于购货成本和销售单价已确定，因此报告期浮动亏损不会影响到

该笔贸易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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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 期末合约金额 报告期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橡胶 RU1204合约-买入 0.00 51,753,500.00 -44,500.00 1.92

合计 0.00 51,753,500.00 -44,500.0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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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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