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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5-05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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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6,499,410.48 1,657,990,865.33 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05,539,509.63 610,250,015.65 -3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0,963,889.31 343,258,910.25 5.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27,581,093.24 114,800,223.79 9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9 0.3305 -39.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9 0.3305 -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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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9% 12.90% 减少 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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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5,169,644.89 10,836,931,355.89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8,200,632,957.73 6,912,243,639.69 18.64% 

（2）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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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5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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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146,500,130 0 质押 130,258,936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

浦发－粤信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102,561,435 0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1% 92,500,000 92,500,000 质押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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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47,006,989 46,00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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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21,808,684 16,410,196 质押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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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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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指定

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0,797,422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40%），

其中：通过“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粤信2号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 102,561,435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0%），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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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8,235,987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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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冯济民持有 20,385,897 股，朱韵持有 13,830,100股，

龙淑超持有 10,507,000 股，均为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的股份。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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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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承担国际台国内广播频率广告经营业务，提供留

学咨询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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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手机音/视频业务运营管理服务业务，从事运营商视频的内容分销及推广业

务，提供电梯框架广告业务，提供舆情监测、舆情管理服务业务，从事动漫产品销售及动漫

服务业务。公司抓好各项经营业务，积极开拓市场，加快战略转型，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全

力推进非公开发行股份工作，拟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的牌照运营资源优

势和资本市场的优势，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移动视频项目”、“互联网

电视项目”和“影视剧生产和采购项目”，重点打造“互联网视频生活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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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传媒力克价格竞争因素，保持IPO项目较高合作率；常年合作客户稳步攀升，

增量收入有坚实基础；基金业务信息披露收入持续增长；服务更加注重专业性，活动影响力

日益扩大；创投业务布局开始获得收入。 

（2）华商传媒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华商报》、《新文化报》、《华商晨报》、《重

庆时报》广告面积市场地位稳固，发行市场份额均居区域首位；不断调整业务策略，持续提

升业务能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减缓广告收入下滑速度；继续保持精品级印刷，积极拓展

外报和商业印刷业务；投资业务回报逐渐显现；加快推动转型，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业务布

局、保持会展业务增长、快递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以及加快O2O平台和电商平台搭建等。 

（3）国广光荣做好广告代理合同调整、广告代理经营资源重新划分工作，分散履约风险、

降低经营成本，确保年度保底代理金额；落实获取新增频率经营资源，协助开展新增频率资

源开发工作。 

（4）澄怀科技不断扩展服务对象范围，发展中低端客户需求的留学中介服务及小留学生

的相关服务；开拓核心客户的各类衍生服务，如短期实习和游学业务、职业培训、海外就业

指导及交友服务；开设与留学、英语考试相关的“太傻网络公开课”；互联网广告推广等服

务稳步发展。 

（5）国视上海持续加大自制内容的投入和投放，引进多种网络内容供应前端运营；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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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方面集成自有CP资源，经典内容与最新热点内容相互结合，保持内容多样化、优质化；持

续增加国家地理和气象频道的推广力度；落实分省团队推广营销活动，确保收入稳定增长；

现有渠道推广稳定发展，新项目稳步推进。 

（6）掌视亿通上半年累计新增视频业务包月用户438.8万，累计推广按次信息费收入稳

定；总制作更新量较去年同期略有增加，全平台储备保有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非视

频业务收入增长迅速。 

（7）精视文化不断地完善全新的广告发布系统，提高运作效率；在媒体资源成本上进行

优胜劣汰，进行资源的整合优化；在原有业务合同的基础上有效地进行广告位的扩充，降低

单位成本；同时与物业协调服务客户的社区活动，以增加客户的增值服务，提升合同成交额；

各地分公司根据自身的行业拓展弱项，取得成效。 

（8）邦富软件开发了全新的工作流程管理平台，并尝试情报流转平台开发，增加了新的

数据元素，开发微信管理系统；扩大了舆情分析团队，应对急速增长的舆情监测分析外包服

务；针对企业及政府部门做进一步的产品定制。 

（9）漫友文化坚持以产品转型实现渠道转型的战略调整，推出精装图书产品，深挖新华

渠道及电商渠道市场，巩固核心竞争力，稳固占领国内动漫出版行业第一的地位；《爆笑校

园》系列强势复出，《暴走漫画》异军突起，漫画作品《中国梦我的梦•焦裕禄》反响强烈；

承接“中国国际漫画节动漫游戏展（CICF)”、开拓“CACC金龙奖动漫游戏嘉年华”和

“ComicSeed漫画种子创作交流展”等展会项目；动漫餐厅好评率、上座率优良，动漫餐饮文

化深入人心；版权授权业务收入增长可观；逐步形成向政企客户提供动漫公关定制的服务体

系。 

    （10）华闻影视主要是做好已投资项目的跟踪工作，与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合作的《英

雄时代——炎黄大帝》、《进错门的女人》已经完成后期制作，现在央视审片中；3D魔幻历

史电影《轩辕剑传奇》（原名《远古大帝》、《远古魔咒》）已完成后期制作，将于2015年8

月7日在全国上映。 

（11）民生燃气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协调与上游供应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途径力争气

源的稳定供应；优化燃气市场结构和开发流程，完善入网收费管理细则；极力构建功能全面

的数字燃气综合管理Cordys平台，推广移动便民电子商务项目，持续研发GIS系统新功能，全

力组建燃气抢险指挥中心；着力发展检验业务、培训业务、质检业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工程质控管理。 

（12）上海鸿立谨慎投资传媒文化类股权项目；加强已投项目管理工作；有选择地参与

认购国内其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积极支持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13）新海岸置业完成“新海岸壹号”的验收工作，工程建设基本收尾，外围环境整治

效果显著，工程结算工作已经启动，营销工作稍有起色，收入利润初步体现；积极推进海南

澄迈华侨农场项目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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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207,649.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4%，主要是2014年并购重组标的资产增加本

期收入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553.9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3.55% ，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处置长流公司股权获得投资收益所致。2015年上半年的经营总成本为

168,882.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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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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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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原因为： 

① 2015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商传媒之子公司西安华商广告新设成立西安华商盈泰

金融服务外包有限责任公司； 

② 2015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商传媒之子公司吉林华商传媒之子公司长春华锐新设

成立吉林大吉之家土特产经贸有限公司； 

③ 2015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商传媒之子公司吉林华商传媒之子公司长春华锐新设

成立吉林省吉盈投资有限公司； 

④ 2015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商传媒之子公司辽宁盈丰传媒之子公司沈阳北联与谭

红岩、宋秀梅共同新设成立沈阳市盈赢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49%、36%、15%； 

⑤ 2015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商传媒之子公司重庆华博传媒新设成立重庆爱达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⑥ 本公司之子公司漫友文化与广州酷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设立广州酷食餐

饮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80%、20%；  

⑦ 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鸿立新设成立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3家，原因为： 

① 西安佰乐威酒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转让，转让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② 华闻影视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③ 中油管道文昌石化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份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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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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