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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5-027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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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子健 董事长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汪方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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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2,484,325.83 759,279,737.03 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095,875.29 311,985,430.11 -7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410,731.59 53,487,311.12 2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350,916.21 -147,714,435.92 -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8 0.1690 -7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8 0.1690 -7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6.81% 减少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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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5,407,477.25 10,836,931,355.89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19,690,778.62 6,912,243,639.69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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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3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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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1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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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0,270.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43,628.54  

华闻合并层面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1,830.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0,908.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545.85  

合计 13,685,14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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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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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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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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 267,205,570 0 质押 210,223,274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6% 110,000,000 92,500,000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 59,144,736 59,144,736   

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6% 52,475,289 46,006,945   

上海大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4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 25,428,684 16,410,196 质押 16,000,000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24,124,184 0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申万

菱信资产－华宝瑞森林定增 1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22,000,000 22,000,000   

程顺玲 境内自然人 1.01% 20,751,789 20,751,789   

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20,536,963 12,019,679 质押 3,81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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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24,124,184 人民币普通股 24,124,184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000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11,112,652 人民币普通股 11,11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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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8L-CT001 深 9,299,864 人民币普通股 9,299,864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018,488 人民币普通股 9,018,488 

李莹 8,780,218 人民币普通股 8,780,218 

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517,284 人民币普通股 8,517,28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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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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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莹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780,218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780,21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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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5年3月31日，在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中，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待回购的约定购回股份数

量为2,170,000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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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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股利 171.00  437.00  -266.00  -60.87  主要是本期收到分红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1,524.76  35,860.04  25,664.72  71.57  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导致 

开发支出 1,409.98  959.75  450.24  46.91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    3,000.00  -3,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497.49  17,728.65  -8,231.15  -46.43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计提的年终考核浮动

工资及绩效奖所致 

应付利息 6,264.36  4,385.11  1,879.26  42.86  主是公司计提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7.55  730.96  476.60  65.20  
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3.26  1,074.87  -921.61  -85.74  主要是本期应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资本公积 345,077.32  261,244.86  83,832.46  32.09  
主要是非公开发行公司股票增加资本公积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54.14  -14.04  1,268.18  9,034.42  
主要是本期持有的限售股按公允价值确认增

加其他综合收益导致 

项目 
本期 

(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0.25  1,167.54  -867.28  -74.28  主要是营改增及应交营业税的收入减少导致 

销售费用 14,470.24  10,818.56  3,651.68  33.75  主要是2014年底新并购等公司增加导致 

财务费用 1,231.34  830.84  400.50  48.20  主要是本期计提第二期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3.24  -12.96  296.20  2,285.31  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损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0.26  -423.74  664.01  156.70  
主要是本期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1,787.03  28,441.21  -26,654.17  -93.72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长流”）股权获

得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 11,629.47  37,273.08  -25,643.61  -68.80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民生长流股权获得投资

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489.52  213.99  275.53  128.76  
主要是本期公司依据董事会决议处置应付款

项所致 

利润总额 12,077.40  37,457.92  -25,380.52  -67.76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民生长流股权获得投资

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79.68  5,869.65  -2,789.97  -47.53  主要是本期利润减少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8,109.59  31,198.54  -23,088.96  -74.01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民生长流股权获得投资

收益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888.14  389.73  498.40  127.88  

主要是本期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时报传媒”）净利润增加导致少数

股东损益增加以及本期新增上海精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视文化”）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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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损益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1,268.18  0.06  1,268.12  2,149,356.63  
主要是本期公司持有的限售股按公允价值确

认其他综合收益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9,377.77  31,198.60  -21,820.84  -69.94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民生长流股权获得投资

收益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894.93  389.73  505.20  129.63  

主要是本期时报传媒净利润增加导致少数股

东损益增加以及本期新增精视文化少数股东

损益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698.33  6,902.08  5,796.25  83.98  

主要是押金保证金及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立”）收到江苏振

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往来款增

加导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91,389.73  69,120.82  22,268.91  32.22  

主要是2014年并购重组标的公司本期纳入合

并的影响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53,473.70  36,982.21  16,491.49  44.59  

主要是2014年并购重组标的公司本期纳入合

并的影响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8,953.97  14,262.60  4,691.36  32.89  

主要是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商传媒”）代收待付款及发行备

用金等增加导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80,749.97  16,077.54  64,672.42  402.25  

主要是本期公司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2,661.59  159.20  2,502.39  1,571.87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投资单位分红增加以及银

行理财收益增加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27.76  51,485.64  -51,457.88  -99.95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民生长流股权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5,263.12  7,651.81  -2,388.69  -31.22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文化中心等工程项目投

入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7,966.36  70,248.81  37,717.55  53.69  主要是本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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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4  10,404.00  -10,366.36  -99.64  

主要是上期支付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广光荣”）股权转让余款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828.68  -20,537.22  -9,291.46  -45.24  

主要是上期处置民生长流股权影响以及本期

购买银行理财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91,792.53  49.00  91,743.53  187,231.69  

主要是本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 7,600.00  -7,6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91,792.53  7,649.00  84,143.53  1,100.06  

主要是本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及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3,064.00  8,500.00  -5,436.00  -63.95  主要是本期偿还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19.33  939.27  -719.94  -76.65  主要是上期时报传媒分红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3,283.33  9,439.27  -6,155.94  -65.22  主要是本期偿还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8,509.20  -1,790.27  90,299.46  5,043.91  

主要是本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及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2,945.45  -37,098.87  80,044.33  215.76  

主要是本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增加银行存款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220,142.62  108,161.30  111,981.33  103.53  

主要是本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增加银行存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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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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77号），公司于2014年11月实施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

于2015年3月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分别向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发行22,000,000股、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发行22,000,000股、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7,500,000股、重庆

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发行7,500,000股、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7,500,000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8,235,987股，

共计74,735,987股，发行价格为12.3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19,999,999.97元。2015年3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于2015年3月19日登记到账，公

司股份总数由1,976,492,696股增至2,051,228,683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日为2015年3月20日。至此，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经全部实施完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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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3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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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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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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疆锐盈”）、拉

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澄

怀”）、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拉萨观道”）、天津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2013年

12 月 27 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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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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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认购股份总

数的 40%已解除

限售并于 2015

年 1月 5日上市

流通 

华路新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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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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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9 月

18 日 

自 2013年起，

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2013 年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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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9 月 自 2013年起，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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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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5 年 2013 年度、2014

年度的业绩承

诺已实现 

拉萨澄怀、拉萨观道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的承诺：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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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已按其承诺

予以股份补偿。

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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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6 月

07 日 

自 2014年 1

月 2 日起，2

年 

正在履行之中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风

网”）、德清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上

海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视投

资”）、上海莫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莫昂投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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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

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5），下同。 

2014 年 05 月

04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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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金城、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沙传怡”）、湖南富坤文

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

富坤”）、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北京中技”）、广东粤文投一号

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广东粤文投”）、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漫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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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彪 

西藏风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西藏风网承诺其所认购的股份（包括但不

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2014 年 11 月 27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48个月

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40%；60 个月内转

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70%。 

2014 年 05 月

04 日 

自 2014年 11

月 27 日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承诺其所认购的股份

（包括但不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年 11月 27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 

2014 年 05 月

04 日 

自 2014年 11

月 27 日起，3

年 

正在履行之中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承诺其所认购的股

份（包括但不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

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年 11月 27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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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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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08 月

04 日 

自 2014年 11

月 27 日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金城、广州漫时代、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

峰、张茜、朱斌、崔伟良、施桂贤、许勇和、曹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金城、广州漫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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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05 月

04 日 

自 2014年 11

月 27 日起，3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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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玲、赖春晖、邵洪涛、祖雅乐、邱月仙、葛重

葳、韩露、丁冰、李凌彪 

晖、邵洪涛、祖雅乐、邱月仙、葛重葳、韩露、丁冰和李凌彪承

诺其所认购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 年 11 月 27 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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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 

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文投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

文投承诺其所认购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限售期内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4年 11月 27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 年 05 月

04 日 

自 2014年 11

月 27 日起，1

年 

正在履行之中 

西藏风网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掌视亿通”）于 2014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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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5.00 万元、11,700.00 万元和 15,900.00 万元。此外，西藏

风网向华闻传媒承诺：掌视亿通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补偿期结束后，掌

视亿通因为双软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等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可

视同为掌视亿通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分别不低

于 1,600.00 万元、2,270.00 万元、3,050.00 万元、1,090.00 万

元、1,090.00 万元。 

2014 年 05 月

16 日 

净利润承诺

自 2014年起，

3 年；非经常

性收益承诺

自 2015年起，

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精视文化于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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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万元、8,000.00 万元和 10,000.00 万

元。 

2014 年 05 月

16 日 

自 2014年起，

3 年 

正在履行之中，

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于 2014年

度、2015 年度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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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万元、7,200.00万元

和 9,600.00 万元。 

2014 年 05 月

16 日 

自 2014年起，

3 年 

正在履行之中，

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金城、广州漫时代、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05 月 自 2014年起，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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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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彪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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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 万元、3,500.00

万元和 5,000.00 万元。 

16 日 3 年 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账户：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申万菱信资产-华宝瑞

森林定增 1 号）、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持股账户：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常

春藤 10 期资产管理计划、鹏华资产-招商银行-

鹏华资产常春藤 11 期资产管理计划、鹏华资产-

招商银行-鹏华资产信益财富 1期资产管理计划、

鹏华资产-招商银行-鹏华资产信益财富 2期资产

管理计划）、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涌瑞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账户：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中国银行-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账户：金鹰基金-交通银行-金鹰汇垠交通银行

定向增发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公司于 2015 年 3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向六名投资者发行股份 74,735,987 股，该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2015 年 3月 20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03 月

05 日 

自 2015年 3

月 20 日起，1

年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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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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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3年 1 月购买国广控股、中盛天誉、江河大禹分别持有

的国广光荣 51%、29%和 20%股权，国广控股、中盛天誉、江河大

禹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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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盛天誉、江河大禹三方每年补偿总金额

的计算方法为：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

2013 年 01 月

10 日 

自 2013年起，

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2013 年度、2014

年度的业绩承

诺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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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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

补偿金额按本次交易中各自所转让持有国广光荣股权比例进行分

配。补偿期限自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止。 

国视通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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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所持有的国视通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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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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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5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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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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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1

50965 

蕴通财

富·日增利

91 天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EB432

4 

中国光大银

行机构理财

“季季盈”

产品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23011

37335 

浦发银行        

利多多月添

利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S5896

9 

民生证券

“民生

富”2 号保

本固定收益

凭证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0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21711

50362 

蕴通财

富·日增利

90 天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0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21711

50436 

蕴通财

富·日增利

90 天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0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股票 
60131

8 
中国平安 49,999,621.98 716,168  716,168  56,032,984.32 2,528,073.0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购买 

其他 
S5898

1 

民生证券

“民生

裕”6 号保

本固定收益

凭证 

30,000,000.00     30,000,000.00 0.00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20400

7 
GC007 16,000,800.00     16,000,800.00 9,396.67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其他  

民生加银资

管流动利 A

贰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5,214,863.51     15,214,863.51 317,842.17 
其他流动

资产 
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27,553,956.32 1,348,726 -- 1,348,726 -- 36,317,006.18 -29,013.60 -- --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5 

合计 568,769,241.81 2,064,894 -- 2,064,894 -- 583,565,654.01 2,826,298.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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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立目前持有创业板上市公司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421）

665万股股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5.94%，其中332.5万股股份自发行人股份上市之日(2015年2月17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332.5万股股份自发行人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公司子公司上海鸿立通过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账户参

与认购以下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账面值（元） 会计核算科目 

000555 神州信息 4,707,549.00 142,653 142,653 5,590,805.5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0077 宋都股份 5,000,002.00 1,052,632 1,052,632 5,860,276.3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1896 豫能控股 5,000,002.48 554,324 554,324 5,714,852.6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059 华锦股份 5,000,002.88 664,894 664,894 5,408,229.5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2488 金固股份 5,000,004.20 184,502 184,502 6,128,499.3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669 金鸿能源 5,000,003.70 236,967 236,967 5,614,300.0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2616 长青集团 3,460,456.25 162,845 162,845 4,060,613.6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0537 亿晶光电 4,340,004.00 361,667 361,667 4,809,675.6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0614 鼎立股份 4,822,224.84 - 432,099 5,771,564.1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0008 首创股份 4,894,750.46 - 500,998 5,377,561.5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合计 47,224,999.81     54,336,378.50  

注：期末账面值=最初投资成本+（期末市值-最初投资成本）*（锁定期天数-剩余锁定期天数）/锁定期天数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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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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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1 月 28 日 
公司六楼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刘研、夏
雪）、EAST CAPITAL
（Karine Hirn、Albin 
Rosengren、Dmitriy 
Vlasov） 

公司情况介绍、子公司管理、传媒业务占

比、华商传媒转型业务经营情况、资本市

场的股价波动对时报传媒经营的影响情

况、公司 2013 年、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

的总额及并购的资产标准、公司购买控股

股东资产所履行的审批程序、公司没有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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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管道燃气业务的打算、公司管理人员没

有持股、公司目前没有实行股权激励计划 

2015 年 03 月 16 日 
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延期披露年报的原因 

2015 年 03 月 19 日 
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进展情况 

2015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年报相关内容，建议公司做精做强公

司 

2015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 2014年度分红情况及 2015年第一季

度业绩预告情况 

2015 年 0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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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证券（徐艺）、华

富基金（陈派清） 

公司 2014 年利润情况、2015 年一季度预

计净利润下滑原因、公司参股的互联网电

视业务在 2015 年的发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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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