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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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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中 独立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李志勇 

公司负责人温子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伯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秀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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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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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463,131,845.76 7,177,477,248.38 7,186,688,676.27 1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77,856,295.23 4,426,380,254.90 4,435,248,436.40 9.9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85,756,078.97 6.07% 2,658,668,042.41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961,575.05 -3.11% 808,984,526.87 8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1,861,376.75 75.68% 496,893,223.17 13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70,498,935.63 -5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4 -27.84% 0.4393 36.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4 -27.84% 0.4393 36.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 减少 3.50个百分点 16.92% 增加 0.34 个百分点 

注：公司于 2014 年 8 月完成了购买国视通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视上海”）100%股权和北京国广视讯新媒体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视讯”）100%股权的工作，国视上海和国广视讯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广控股”）下属公司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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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22,590,413.83 

主要是公司转让海南民生长流

油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流公司”）100%股权获得投

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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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2,192.2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20,839,4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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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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42,640.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44,925.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024,584.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367,033.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506,696.55  

合计 312,091,303.7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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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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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 267,205,570  质押 163,915,474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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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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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76,678,241 76,678,241   

上海常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7% 62,0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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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52,780,864 52,780,864 质押 52,780,864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29,766,986 29,766,986 质押 23,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智慧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21,209,531    

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20,636,963 20,636,963   

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18,400,32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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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7,205,570 人民币普通股 267,205,57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智慧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209,531 人民币普通股 21,209,531 

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8,400,324 人民币普通股 18,400,324 

上海大邑投资有限公司 14,7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87,2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3,740,541 人民币普通股 13,740,541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11,812,652 人民币普通股 11,812,652 

袁永刚  9,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0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9,1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9,110,400 

中国工商银行－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8,751,391 人民币普通股 8,751,391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358,771 人民币普通股 8,35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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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拉萨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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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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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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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61.77 31,219.70 27,842.07 89.18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澄怀科技”）、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传媒”）、北京

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光

荣”）、国广视讯、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

司应收账款增加 

应收股利 437.00 171.00 266.00 155.56 主要是本期增加应收股利所致 

存货 41,196.65 23,238.40 17,958.25 77.28 
主要是本期购入海南椰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股权使房地产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7,991.63 16,190.71 71,800.93 443.47 
主要是本期购入理财产品及基金产品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24,827.51 14,275.08 10,552.43 73.92 
主要是本期海口市天然气供气工程及华商传

媒文化中心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087.00 21,400.00 -19,313.00 -90.25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归还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4,215.55 1,580.00 2,635.55 166.81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增加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846.95 14,255.82 -6,408.87 -44.96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计提的年终考核浮动

工资及绩效奖 

长期借款 8,000.00 0.00 8,000.00 - 主要是华商传媒增加贷款所致 

应付债券 139,055.20 69,518.06 69,537.14 100.03 
主要是本期公司发行中期票据70,000万元所

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6,162.01 12,266.88 3,895.12 31.75 
主要是本期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入网

费收入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189,638.78 117,575.15 72,063.62 61.29 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7-9

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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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 578.00 2,109.22 -1,531.22 -72.60 主要是本期营改增政策影响所致营业税减少 

财务费用 1,367.60 819.37 548.23 66.91 主要是本期公司发行中票计提利息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9,157.72 25,473.72 -16,315.99 -64.05 
主要是上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六五网

股份）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88.18 236.97 1,151.21 485.81 

主要是本期公司增加融资补贴、华商传媒子公

司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政府补贴

所致 

所得税费用 5,695.18 10,671.42 -4,976.24 -46.63 
主要是上期华商传媒处置三六五网股份获得

投资收益增加所得税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532.16 13,385.36 -10,853.20 -81.08 
主要是上年末公司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49 -11,909.12 11,902.63 -99.95 
主要是上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六五网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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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外收入 1,788.92 8,662.02 -6,873.10 -79.35 

主要是上年同期因长流油气码头所在的海域

被征收，公司控股子公司获得拆迁资产补偿金

及经济补偿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80,898.45 43,675.84 37,222.61 85.22 

主要是上年末公司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5,694.51 27,559.56 -21,865.05 -79.34 
主要是上年末公司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0.28 -18,121.36 18,181.64 100.33 
主要是上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投资

收益转入损益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80,935.39 32,576.51 48,358.89 148.45 
主要是上年末公司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5,717.85 20,537.53 -14,819.68 -72.16 

主要是上年末公司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049.89 

     

55,356.75 
-28,306.86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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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税费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7,814.98 6,009.02 11,805.96 196.47 

主要是本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及北京盈通收

到投资分红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106.71 10,247.56 -10,140.85 -98.96 主要是上年同期长流码头拆迁收回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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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51,485.64 9,089.77 42,395.88 466.41 
主要是本期转让长流公司股权收到现金增加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12,517.61 196,912.26 115,605.35 58.71 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35,189.00 57,596.00 -22,407.00 -38.90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比上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113.57 -36,129.86 -44,983.71 -124.51 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8,687.00 85,824.21 -67,137.21 -78.23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90,836.00 157,468.77 -66,632.77 -42.31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30,000.00 174,306.48 -144,306.48 -82.79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2,224.99 7,104.63 5,120.36 72.07 
主要是本期分配股利、支付中票利息及控股子

公司分红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42,791.16 181,413.21 -138,622.05 -76.41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044.84 -23,944.44 71,989.29 300.65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2013年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2013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事项 

2013年，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华商传媒及其八家附属公司的少数股东权

益和澄怀科技100%股权，交易对方就标的资产2013－2017年度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了补

偿约定。2013年度，澄怀科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3,174.89万元，与承诺业绩相比相差1,575.44万元，业绩

承诺完成率为66.84%。澄怀科技2013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交易对方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拉萨澄怀”）及拉萨观道均表示按照其原有承诺予以股份补偿。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结果，

公司无偿回购拉萨澄怀应补偿的公司股份906,247股和拉萨观道应补偿的公司股份3,624,989股（其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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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观道替天津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补偿2,220,306股），合计回购公司股份4,531,236股（占回购前公司

总股本的0.245%）。该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已于2014年7月25日办理完毕。 

（二）公司购买国视通讯（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与国视通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视北京”）签署《购买资产协议》，

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国视北京持有的国视上海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28,000.00万元。本次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4年5月16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了今后手机电视业务操作和经营管理的方便，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国视北京持有的国广视讯100%股

权，股权转让价格为100.00万元。国视上海100%股权和国广视讯100%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2014

年8月办理完成。 

（三）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购买上海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莫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

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60%股权，购买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合计持有的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

100%股权，购买金城、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朱斌、崔伟良、施桂贤、

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祖雅乐、邱月仙、葛重葳、韩露、丁冰和李凌彪合计持有的广州漫友

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5.61%股权；同时通过询价方

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标

的资产交易对价与募集配套资金之和）的25%。公司与相关方分别于2014年5月16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和《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公司2014年6月16日召开

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8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43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2014年10月20日，公司正式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审核批复文件并披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无偿回购拉萨澄怀、拉萨观道承诺补偿的公司股份

并予以注销事项 

2014 年 03 月 15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资产 2013 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

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7） 

2014 年 07 月 29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完成股份

回购及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1） 

2014 年 08 月 01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工商

注册信息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6） 

公司购买国视上海 100%股权事项 

2014 年 04 月 30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4-038） 

2014 年 05 月 17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45） 

2014 年 08 月 15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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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0）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03 月 19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19） 

2014 年 05 月 30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华闻传媒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2014 年 06 月 06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获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52） 

2014 年 06 月 17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56） 

2014 年 06 月 28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4-057） 

2014 年 09 月 01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4-073） 

2014 年 10 月 21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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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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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路新材”）、上海大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大黎”）、上海常喜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常喜”）、新疆锐盈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西

安锐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道、天津

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大

振”）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2014年 2

月 13 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关于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4-006），下同。 

2013 年 06

月 07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之中 

华路新材、新疆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道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华路新材、新疆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道

认购的所有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

份）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2014 年 1 月 2 日，下同）起 12 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24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40%，36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60%，

48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80%，60个月

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90%。 

2013 年 09

月 18 日 

自 2014年 1

月 2 日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上海大黎、上海常喜、天津大振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上海大黎、上海常喜、天津大振认购的所有

新股（包括但不限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013 年 02

月 03 日 

自 2014年 1

月 2 日起，1

年 

正在履行之中 

华路新材、上海大黎、上海常喜、新疆锐盈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的承诺：华商传媒 38.75%股权于 2013 年度、2014 2013 年 09 自 2013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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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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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不低于 14,243.89 万元、

15,662.83 万元、17,219.82 万元、17,219.82 万元和 17,219.82

万元。 

月 18 日 起，5 年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实

现 

新疆锐盈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的承诺：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于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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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应分别不

低于 10,536.88 万元、11,517.36 万元、12,490.07 万元、12,490.07

万元和 12,490.07 万元。 

2013 年 09

月 18 日 

自 2013 年

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3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实

现 

拉萨澄怀、拉萨观道、天津大振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的承诺：澄怀科技 100.00%股权于 2013 年度、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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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不低于 4,750.33万元、

6,449.87 万元、8,750.33 万元、8,750.33 万元和 8,750.33万元。 

2013 年 09

月 18 日 

自 2013 年

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澄怀

科技 2013 年度的业

绩承诺未实现，拉萨

澄怀及拉萨观道均表

示按照其原有承诺予

以股份补偿，公司已

于 2014年 7月 25 日

无偿回购并注销拉萨

澄怀应补偿的公司股

份 906,247 股和拉萨

观道应补偿的公司股

份 3,624,989 股 

华路新材、上海常喜、上海大黎 

关于华商传媒部分房产未取得房产证的承诺：华商传媒拥有位于沈

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71 号国实大厦一、二层（建筑面积共 1,290

平方米）的房产。目前该处房产的相关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如因

华商传媒上述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给华商传媒正常的生产经营造

成损失的，华路新材、上海常喜、上海大黎按所持有华商传媒的股

权比例承担损失；如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两年内华

商传媒上述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华路新材、上海常喜、上海大黎

按所持有华商传媒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上述厂房在卓信大华评报

2013 年 06

月 07 日 

自 2014年 1

月 2 日起，2

年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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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3)第 011-1 号《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陕西

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说明》中的

评估值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国广控股 

公司于 2013年 1 月购买国广控股、乌鲁木齐中盛天誉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天誉”）、北京江河大禹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江河大禹”）分别持有的国广光荣 51%、29%

和 20%股权，其中国广控股承诺：国广光荣 2013 年至 2017年五个

会计年度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6145 万元、7227 万

元、8504 万元、8504 万元和 8504 万元。若每年度国广光荣的实际

扣非后净利润低于盈利预测数，国广控股每年补偿金额为（该次国

广光荣 100%股权转让价款×（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扣非后净利润

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扣非后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

预测扣非后净利润数总和－国广控股、中盛天誉和江河大禹三方已

补偿金额）×51%。补偿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止。 

2013 年 01

月 10 日 

自 2013 年

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3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实

现 

国视北京 

2014 年 4 月，公司购买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控股所属公司国视北京

所持有的国视上海 100%股权。国视北京承诺，国视上海 2014年至

2016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不低于：2,020.00

万元、2,700.00 万元、3,700.00 万元。若国视上海补偿期内任一

年度的实际扣非后净利润数低于扣非后净利润预测数，国视北京当

年应补偿金额为：本次交易价格×（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扣非后

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扣非后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

各年的预测扣非后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金额。补偿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止。 

2014 年 04

月 29 日 

自 2014 年

起，3 年 
正在履行之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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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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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90,000 -- 115,000 52,700.74 增长 70.78% -- 11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87 -- 0.6244 0.3212 增长 52.15% -- 94.40% 

业绩预告的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2014 年度与上年同期业绩相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1、2013年重组并购的华商传媒少数股东

权益、澄怀科技 100%股权等相关资产在本报告期内增加了公司的利润；2、2014 年购买国视

上海 100%股权等增加了公司的利润；3、2014 年 3 月，公司对外转让了长流公司 100%股权获

得投资收益。 

注：基本每股收益的 2014 年度数按总股本 1,841,731,741 股计算，上年同期数按总股本

1,360,132,576 股计算。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其他 
EB410

2 

BTA 对公

84 天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23011

37335 

浦东银行        

利多多月

添利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EB410

2 

BTA 对公

84 天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B140C

0398 

中信理财

之信赢系

列（对公）

14185 期

人民币理

财产品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14049 “金鹿理 60,000,000.00     60,000,000.00 0.00 其他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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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财-季季

红”14049

期 

流动

资产 

其他 
68322

号 

鼎鼎成金     

68322 号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68263

号 

鼎鼎成金      

68263 号 
40,000,000.00     4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68276

号 

鼎成金      

68276 号 
40,000,000.00     4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AD201

2090 

金钥匙安

心得利 
40,000,000.00     4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21611

40928 

稳得利 63

天      

周期型 

40,000,000.00     40,000,00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产 

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105,503,011.96 1,016,168 -- 2,119,134 -- 85,413,064.12 1,665,006.46 -- -- 

合计 855,503,011.96 1,016,168 -- 2,119,134 -- 835,413,064.12 1,665,006.4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1 年 07 月 19 日 

2014 年 07 月 29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5月16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参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华谊兄

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华谊兄弟,股票代码:300027)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持有华谊兄弟定

向增发股票135,569股, 发行价格为17.6元,认购金额为2,386,014.40元。该股份上市日为2014年5月28日, 

限售期为一年,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28日。本期期末该股份的公允价值为3,185,871.5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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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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07月 15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重组进展情况 

2014年 07月 17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股价对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影响 

2014年 07月 17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

互联网视频进行整治事项 

2014年 07月 31日 

华闻传媒•上海鸿

立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机构投资者 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2014年 08月 14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资产重组情况，经营

情况 

2014年 08月 22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资产重组停牌情况、

交易价格及补偿情况 

2014年 09月 03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落实

情况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14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对公司合并报表影响如下：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年1月1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2013年12月31日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安润国际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4,000,000.00 4,000,000.00  

山东丰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42,300,000.00 42,300,000.00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   -28,500,000.00 28,500,000.00  

杭州龙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500,000.00 23,500,000.00  

安徽省皖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80,000.00 7,080,000.00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40,429,975.00 40,429,975.00  

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8,625,000.00 28,625,000.00  

汇绿园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8,885,930.00 28,885,930.00  

北京报联北广广告有限公司   -411,750.00 411,750.00  

吉林京演儿艺剧院联盟有限公司   -450,000.00 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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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夏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昆仑基石（深圳）股份投资合伙企业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7,604,188.17 147,604,188.17  

陕西华商互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500,000.00 2,500,000.00  

芜湖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6,000,000.00 76,000,000.00 

 

成都桑莱特科技有限公司   -9,000,000.00 9,000,000.00  

陕西同力重工有限公司   -20,400,000.00 20,400,000.00  

上海激动网络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2,824,161.00 42,824,161.00  

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720,000.00 19,720,000.00  

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0 15,000,000.00  

山东美多集团   -20,420,000.00 20,420,000.00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350,000.00 20,350,000.00  

深圳市科信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1,000,000.00 11,000,000.00  

芜湖领航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000,000.00 15,000,000.00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87,907,172.71 87,907,172.71 

 

中信夹层（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49,819,461.07 49,819,461.07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48,000,000.00 48,000,000.00  

西安荣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5,330,000.00 45,330,000.00  

辽宁华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0,360,000.00 30,360,000.00  

合计   -1,185,417,637.95 1,185,417,637.95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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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