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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4-063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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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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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7,990,865.33 1,793,780,156.82 -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250,015.65 243,834,015.23 15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3,258,910.25 126,605,404.04 17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800,223.79 407,706,998.90 -71.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05 0.1793 8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05 0.1793 8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0% 8.96% 增加 3.9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637,708,874.20 7,177,477,248.38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63,340,699.36 4,426,380,254.90 12.13%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03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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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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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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197,340,474

新疆锐盈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5% 154,166,667 154,166,667 质押 22,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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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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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常喜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6% 62,038,889 60,763,889 质押 60,72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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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2,780,864

上海倚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47,685,315 0 质押 47,68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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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3,000,000

重庆涌瑞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 24,682,062 0 质押 8,200,000

拉萨澄怀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21,543,210 21,543,2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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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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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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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经营，传媒及燃气业务的营业收入保持稳定。201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65,799.0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5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02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50.27% ，主要原因为本期转让长流公司股权增加投资收益及2013年重组并购的华商传媒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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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资产增加了公司的收益。2014年上半年的经营总成本为126,249.1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93%。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57,990,865.33 1,793,780,156.82 -7.57%  

营业成本 865,671,956.10 1,112,592,144.00 -22.19%  

销售费用 221,799,150.35 248,592,108.28 -10.78%  

管理费用 135,950,847.14 133,124,300.22 2.12%  

财务费用 13,579,878.08 29,715,779.92 -54.30%
主要是华商传媒归还银行借款

导致利息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115,583,208.38 48,491,489.90 138.36%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子公司未

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及转让长

流公司股权增加投资收益导致

研发投入 7,124,986.00 3,885,364.06 83.38%
主要是本期澄怀科技增加研发

投入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00,223.79 407,706,998.90 -71.84%

主要是销售商品收到现金减少、

同比应收账款增加、预收账款减

少、缴纳税费增加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975,039.82 -666,813,911.64 62.96%
主要是本期转让长流公司股权

收到现金增加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352,294.04 155,645,828.73 -143.27%
主要是上期发行中期票据，本期

银行借款减少导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9,526,450.11 -103,483,339.32 -92.85%
主要是上述原因导致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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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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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4家，原因为： 
（1）本公司于2013年11月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华闻传媒（香港）有限公司； 

（2）本公司的子公司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北京澄怀观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瑞博翰诚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6日新设成立北京澄怀众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 
（3）本公司之子公司华闻世纪影视投资控股（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4月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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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 
（4）本公司于2014年4月受让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南椰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2家，原因为： 
（1）2014年2月，本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流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长流公司100.00%股权进行转让，转让价款为718,000,000.00

元，长流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从完成工商变更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天津华商广告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注销，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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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