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4-01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闻传媒 股票代码 0007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日 邱小妹 

电话 0898-66254650 0898-66196060 

传真 0898-66254650 66255636 0898-66254650 66255636 

电子信箱 board@000793.com board@00079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2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1 年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749,558,004.83 4,095,420,022.65 4,251,402,066.36 -11.8 3,793,891,666.35 3,793,891,66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527,007,386.67 269,446,811.85 293,478,207.77 79.57 255,775,436.21 255,775,43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5,582,321.07 245,663,731.53 245,663,731.53 12.18 228,710,146.33 228,710,14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931,544,095.49 185,951,922.87 177,166,999.67 425.8 633,694,134.04 633,694,13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75 0.1981 0.2158 79.56 0.1881 0.18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75 0.1981 0.2158 79.56 0.1881 0.1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78 9.54 10.29

增加

9.49 个

百分点

10.04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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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 

2011 年末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177,477,248.38 6,064,701,982.33 6,233,515,834.57 15.14 5,220,003,547.28 5,286,744,99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4,426,380,254.90 3,009,123,560.58 3,053,889,525.81 44.94 2,663,101,324.77 2,677,183,903.58

注：公司于 2013 年 2 月完成了购买国广光荣 100%股权的工作，国广光荣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控股的

控股子公司，故形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编制比较会计报表时，公司对上年同期数和上年期末数进

行了调整。本报告中的上年同期数均为调整后的上年同期数。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5,2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61,48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7 267,205,570  质押 248,791,136

西安锐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5 154,166,667 154,166,667  

上海大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0 86,805,555 86,805,555  

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5 76,678,241 76,678,241  

上海倚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 68,340,081  质押 64,685,315

上海常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 60,763,889 60,763,889  

天津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52,780,864 52,780,864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33,391,975 33,391,975  

无锡大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22,800,000   

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21,582,062  质押 8,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拉萨观道持有国广资产 12.3496%股权，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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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独家承担《证券时报》、《华商报》、《新文化报》、《华商晨报》、《重庆时

报》等经营业务的经营管理，独家承担海口市燃气管道施工和管道燃气供应，从事城市燃气相关业务及产

品的经营。此外，报告期内，公司2013年2月购买合并国广光荣100%股权，新增了独家承担国际台国内广

播频率广告经营业务；2013年12月购买合并澄怀科技100%股权，新增了留学咨询服务业务。 

2013年，新股发行继续暂停，股市行情依旧低迷，受新媒体冲击，传统纸媒业务略有下滑。面对严峻

的经营形势，公司抓好各项经营业务，积极开拓市场，提高持续盈利能力；成功购买国广光荣100%股权，

涉足广播频率广告经营业务；努力解决长流油气项目拆迁问题，获得合理的拆迁资产补偿金和经济补偿金；

成功发行201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7亿元，有效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如期完成资产重组，提升核心竞争力；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正源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8.0344%

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 

50.00%

无锡金源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滨湖区经济发展总公司管理委员会 

无锡市滨湖区区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00.00%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47% 

江苏省无锡蠡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00.00%

62.00%

40.00%

1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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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开展内控建设，加强风险防控。公司的各项经营管理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保持了公司持续、稳

健、和谐发展的局面。 

（1）时报传媒挖掘存量合作公司潜力，延长服务链条，取得再融资项目合作；抓住新基金发行家数

持续增加的机会，做好新基金发行的信息服务及基金常年信息披露代理；利用《证券时报》创刊20周年大

庆，精心策划了广告迎社庆的营销计划；继续开展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等品牌活动，与经营形成良性互

动；努力创收，保持了稳定的营业收入。 

（2）华商传媒积极应对行业挑战，深化落地既定战略，采取有效经营措施，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广

告面积市场地位稳固；建成并投入使用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华商报》、《新文化报》与《重庆时报》

印刷质量均列精品级，提高了印刷时效，同时稳步推进商业印刷试点，增强了自身竞争力；深入拓展新业

务，完善互联网业务战略架构，壮大文化产业发展平台，搭建报纸商贸平台，运营效率稳中有升，投资业

务稳健发展；成功处置所持有的三六五网全部股份，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3）民生燃气多途径争气源，建站点保生产，加强市场化运作，多渠道拓宽燃气市场，发展对外检

验业务、培训业务和质检业务，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完善SCADA系统安全监控

系统功能；重安全，抓技改，保平安，喜获安全生产“零事故”；讲规范，严内控，抓整改，内控工作取

得新成效；抓服务，做义工，树品牌，凸显民生燃气良好的形象。 

（4）上海鸿立紧紧围绕公司的传媒文化主业，广泛搜寻传媒文化行业项目，对传媒文化行业的中早

期小型项目进行风险投资，紧密跟踪已投项目，积极沟通退出计划，努力推动已投项目分红，如期实现年

度盈利。 

（5）国广光荣积极协助签约代理商开发客户市场，提升经营能力；搭建对接平台，满足客户需求；

完善治理结构，实施内控建设。国广光荣2013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6,157.60万元,比盈利预测数6,145.00万元高12.60万元，实现国广光荣原股东利润承诺。 

（6）新海岸置业做好相关项目建设以及澄迈华侨农场土地开发的前期准备等工作。 

（7）华闻影视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投资《英雄时代——炎

黄大帝》、《进错门的女人》；还投资了3D魔幻历史电影《远古大帝》；通过整合相关资源，在视频制作

领域进行探索。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经营，传媒及燃气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保持基本稳定。201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74,955.80万元，比调整后的上年减少11.80%（如按调整前的上年比较则减少8.45%）；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700.74万元，比调整后的上年增长79.57%（如按调整前的上年比较则增长

95.59%），主要原因为本期的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入增加。2013年度的经营总成本为321,263.66万元，比

调整后的上年减少11.02%。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编制

并于2013年6月26日在巨潮网上披露了《2013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根据立信所出具的《2013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公司2013年度实现的备考合并净利润93,477.64万元，

预测的备考合并净利润76,538.09万元，实现数高于盈利预测数16,939.55万元，实现率为122.13%；公司

2013年度实现的备考合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138.34万元，预测的备考合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4,778.34万元，实现数高于盈利预测数17,360.00万元，实现率为123.22%。公司2013年度备考

合并盈利预测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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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18 家，原因为： 

（1）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华商盈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商”）于 2013 年 1 月新设

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盈智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2）本公司之子公司陕西黄马甲快递有限公司新设成立 8 家全资子公司: 2013 年 4 月新设成立重庆黄

马甲快递有限公司、2013 年 1 月新设成立吉林黄马甲快递有限公司、2013 年 6 月新设成立兰州黄马甲物

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 5 月新设成立西宁黄马甲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及银川黄马甲物流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2013 年 7 月新设成立沈阳黄马甲快递有限公司、2013 年 12 月新设成立哈尔滨黄马甲装卸服务

有限公司及乌鲁木齐黄马甲配送有限公司； 

（3）2013 年 1 月 8 日，本公司与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盛天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江河大禹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广光荣”）51.00%、29.00%、20.00%的股权，2013 年 2 月 5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

让时国广光荣合并范围内有北京环球风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家全资子公司； 

（4）2013 年 9 月，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广光荣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国广风尚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5）2013 年 8 月，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海南民生公

用管道检验有限公司； 

（6）2013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商通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设成立通达中金（北

京）信息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占比为 60%； 

（7）2013 年 9 月 26 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沈阳北联全媒体传媒有限公司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沈阳

盈广丰商贸有限公司； 

（8）2013 年 12 月，本公司向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大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 100.00%股权，股权转让时北京澄怀科技有限

公司合并范围内有北京澄怀观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成功启航咨询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 

2． 本期减少合并单位 7 家，原因为： 

（1）根据北京华商圣锐广告有限公司与北京麦道佳祺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3 年 1

月北京华尊创志广告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2013 年 1 月 8 日，吉林典智快团商务有限公司取得组织机构代码注销登记，本期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 

（3）2013 年 3 月 20 日，加拿大微传媒公司取得加拿大工商注销证明，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2013 年 4 月，海南新海岸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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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海南椰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进行转让，2013 年 6 月 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海南椰德

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5）2013 年 8 月，北京华商将其所持陕西泽润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46%股权转让给陕西旅游集团公司，

转让后股权比例由 80%变更为 34%，陕西泽润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陕西零公里旅行社有限公司本

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6）2013 年 8 月，陕西华商互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增资，注册资本由 250 万元变更为 375 万元，西

安华商网络传媒有限公司对其的股权占比由 60%变更为 40%，陕西华商互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期不再纳

入合并范围； 

（7）2013 年 12 月，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与海南中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将其所持有琼海万泉河先锋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60%股权进行转让，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已收到全部股

权转让款，2014 年 1 月 9 日已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琼海万泉河先锋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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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