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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2-055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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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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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旭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温子健 

储一昀 独立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尹伯成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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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6,202,355,023.12 5,220,003,547.28 1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827,889,587.27 2,663,101,324.77 6.19 

股本（股） 1,360,132,576.00 1,360,132,576.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8 1.96 6.12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985,859,140.10 7.81 2,780,546,047.08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68,687,897.54 -2.48 196,061,259.12 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215,764,724.68 -15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16 -1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5 -2.51 0.1441 5.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5 -2.51 0.1441 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 减少 0.31 个百分点 7.11 减少 0.26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增加 0.01 个百分点 6.76 减少 0.4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73,7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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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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9,904.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73,170.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9,268,718.26  

所得税影响额 -3,142,235.08  

合计 9,535,897.12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0,97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1．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7,205,570 人民币普通股 267,205,570 

2．上海倚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1,993,371 人民币普通股 101,993,371 

3．无锡大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4．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8,006,629 人民币普通股 68,006,629 

5．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20,395,629 人民币普通股 20,395,629 

6．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17,205,570 人民币普通股 17,205,570 

7．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重庆

中行新股申购信托项目（2 期） 
15,798,779 人民币普通股 15,798,779 

8．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695,269 人民币普通股 14,695,269 

9．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449,914 人民币普通股 10,449,914 

10．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565,772 人民币普通股 9,565,772 

股东情况的说明 -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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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期

末数 
年初数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1,845.65 18,957.84 12,887.81 67.98% 

主要是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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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商传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传媒”）及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燃

气”）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账款 97,596.69 14,743.86 82,852.82 561.95%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及其子公司预付土地款合

计 78,225.00 万元所致，华商传媒及其子公司已

成功竞买相关土地并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体详见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在

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竞买土地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53） 

存货 44,079.91 29,362.38 14,717.53 50.12% 

主要是本期库存橡胶及控股子公司海南新海岸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岸置业”）

子公司房地产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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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

投资 
8,300.00 0.00 8,300.00 -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新增约定到期期限的银行

理财投资 

在建工程 12,537.91 7,668.70 4,869.22 63.49% 

主要是本期民生燃气管网工程及华商数码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数码”）草滩印

刷基地工程增加 

应付账款 17,804.76 13,552.33 4,252.44 31.38% 主要是华商传媒应付的新闻纸款增加 

预收账款 48,385.44 34,237.61 14,147.82 41.32% 

主要是时报传媒预收的信息发布费、华商传媒预

收的广告费、华商数码预收的印刷费及民生燃气

预收的工程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

酬 
7,579.89 12,723.19 -5,143.30 -40.42%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的年终考核浮动工资及

绩效奖 

应交税费 4,905.74 7,907.87 -3,002.14 -37.96% 
主要是本期缴纳上年末计提的应交税费及本期

增加库存橡胶进项留抵额 

应付股利 10,566.38 1,947.69 8,618.69 442.51% 主要是华商传媒本期未发放的股利增加 

其他应付款 40,411.04 13,883.72 26,527.33 191.07%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子公司收到其股东西安豪

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资助款 24,770.00万元 

其他非流动

负债 
47,342.03 6,877.23 40,464.80 588.39%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发行短期融资券及民生燃

气入网费收入增加 

项目 
本期 

(7-9 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公允价值变

动净收益 
-387.84 -1,637.77 1,249.92 76.32%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持有的中国平安股票产生

公允价值变动账面亏损比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750.83 2,506.96 -1,756.13 -70.05% 
主要是本期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收益及新股

申购和国债回购等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367.07 1,286.32 -919.25 -71.46% 
主要是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新海岸置业收到违

约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36.39 4,571.34 -3,534.95 -77.33% 

主要是华商传媒子公司西安华商广告有限责任

公司本年内的所得税优惠在本期确认,而 2011年

是在第四季度确认,导致冲减所得税费用存在时

间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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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3,594.81 2,275.17 1,319.64 58.00% 
主要是华商传媒短期借款增加及发行短期融资

券导致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 
-125.12 -1,952.48 1,827.36 93.59% 

主要是华商传媒上年同期收回陕西华圣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前年度欠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转回，本期转回坏账准备比上年同期减少导致 

公允价值变

动净收益 
853.63 -2,439.52 3,293.15 134.99% 

主要是华商传媒持有的中国平安股票的公允价

值变动 

投资收益 2,508.29 961.23 1,547.06 160.95% 
主要是本期套期保值收益增加及本期确认联营

企业投资收益及投资分红款增加 

营业外收入 826.90 1,757.23 -930.33 -52.94% 
主要是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新海岸置业收到违

约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618.00 11,924.35 -4,306.35 -36.11% 

主要是华商传媒子公司西安华商广告有限责任

公司本年内的所得税优惠在本期确认,而 2011年

是在第四季度确认,导致冲减所得税费用存在时

间差异所致 

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9,191.95 20,388.24 38,803.72 190.32% 
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海南民享投资有限公司、

华商传媒及新海岸置业收到往来款增加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277,876.83 169,087.92 108,788.91 64.34%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及其子公司预付土地款及

广告发布费增加 

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5,960.96 27,246.13 8,714.83 31.99%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及其子公司支付往来款、设

备保证金、销售费用增加 

收回投资所

收到的现金 
200,590.89 102,844.72 97,746.17 95.04%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银行理财投资业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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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

益收到的现

金 

2,487.85 542.30 1,945.55 358.76%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及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收到的投资分红增加，国债回购收益及银行

理财产品等收益增加 

吸收投资收

到的现金 
149.00 6,899.72 -6,750.72 -97.84%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数码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现金，而本期无此项业务 

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 
80,319.19 54,036.14 26,283.05 48.64%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借款增加 

发行债券收

到的现金 
39,840.00 0.00 39,840.00 -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发行短期融资券 

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 
87,158.57 15,284.96 71,873.61 470.22%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增加 

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还利

息支付的现

金 

13,355.00 27,598.66 -14,243.66 -51.61%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分红减少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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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2012 年第三季度，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继续按照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计划进行，具体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1）通过梳理公司总部及五家主要子公司关键业务流程，绘制了流程图，编写了流程描述，编制了风险清单，编制了

风险控制矩阵，查找内控缺陷，确定内控缺陷评价标准，对内控缺陷进行了分类分析和汇总，编写了《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

设缺陷整改方案》，编写了《内部控制手册》（初稿）。《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缺陷整改方案》经公司内控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后，已报海南证监局备案。 

（2）2012 年 8-9 月，公司总部及五家主要子公司根据查找出来的内控缺陷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缺陷整改方案》

进行整改。截止 9 月底，大部分整改工作已经完成，预计缺陷整改工作将按计划完成，并形成内控缺陷整改报告。 

（3）2012 年 9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工作。 

（4）2012 年第四季度公司将按计划推进完成以下工作：尚未完成的内控缺陷整改工作，固化内控建设成果，开展内控

自我评价和配合内控审计。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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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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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末持有数

量（股） 
期末账面价值（元）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报告期损益

（元） 

1 股票 601318 中国平安 49,999,621.98 1,016,168 42,618,085.92 21.24 -3,861,438.40 

2 基金 A600006 中投量化 5,000,000.00 5,000,000 5,045,350.34 2.51 40,350.34 

3 基金 519679 银河主题 20,0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00 9.97 0.00 

4 理财产品 AGG121005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50,000,000.00 24.92 0.00 

5 理财产品   83,000,000.00  83,000,000.00 41.36 0.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 0.0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2,653,784.40 

合计 207,999,621.98 -- 200,663,436.26 100 -1,167,303.66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1 年 07 月 19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新股申购、银行理财产品购买、国债回购、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等证券投资业务。7-9月证券投资业务获得投资收益2,653,784.40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商传媒下属子

公司持有的中国平安（601318）1,016,168股的期末账面值与6月末账面值相比产生公允价值变动-3,861,438.40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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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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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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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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1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手续办理

进展情况 

2012 年 08 月 29 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经营情况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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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