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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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毅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朱伟军 

公司负责人汪方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小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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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13,358,738,373.28 12,818,257,103.23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69,122,930.75 8,841,668,521.09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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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147,738.02 14.40% 2,797,418,953.26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383,601.55 245.21% 694,913,388.70 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2,833,440.93 238.39% 650,929,024.49 39.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01,480,085.19 -19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35 252.88% 0.3408 3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35 252.88% 0.3408 3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增加 2.77 个百分点 7.65% 增加 1.08 个百分点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017,365,965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34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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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2,5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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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8,316.7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16,887,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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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9,962.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0,790.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7,061.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2,6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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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3,984,36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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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专业投资公司股权处置损益 253,073,867.70 

公司之子公司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

立”）、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立华

享”）及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盈通”）

主营业务为 PE 投资、项目投资等投资业务，已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备案手续。该等公司获取收益的方式主要为项目持有期间的

分红及项目处置收益。上述投资公司从 2016 年开始进一步加大投资

力度，加强项目退出的统筹安排，其中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磨铁图书”）股权项目、索菱股份项目、力星股份项目等已

全部退出或开始退出。预测股权处置投资收益从 2016 年开始具有持

续性、稳定性，预计会给公司带来较好的利润。 

因此，公司认定上述投资公司的股权处置业务是公司的正常经

营业务，且收益具有持续性，将上述投资公司的股权处置等投资损

益认定为经常性损益，年初至报告期期末的具体金额为：上海鸿立

股权处置净收益 55,683,893.58 元、鸿立华享股权处置净收益

6,053,258.88 元、华商盈通股权处置净收益 191,336,715.24 元。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6,7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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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 146,500,130  质押 134,499,530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

发－粤信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08% 102,561,435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 59,144,736 59,144,736 质押 21,190,000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9% 56,235,31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5% 47,382,334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39,321,431 39,32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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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6% 35,489,507 19,153,81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1.68% 33,958,641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

开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1% 30,515,332    

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航期

货－昕阳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 27,268,14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6,500,130 人民币普通股 146,500,130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

－粤信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2,561,435 人民币普通股 102,561,435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

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6,235,311 人民币普通股 56,235,31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7,382,334 人民币普通股 47,382,33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3,958,641 人民币普通股 33,958,641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

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 
30,515,332 人民币普通股 30,515,332 

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航期货

－昕阳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268,149 人民币普通股 27,268,149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26,732,087 人民币普通股 26,732,087 

前海开源基金－平安银行－华能贵

诚信托－华能信托·聚鑫 6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6,282,233 人民币普通股 26,282,233 

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16,335,692 人民币普通股 16,335,6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垠澳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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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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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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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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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均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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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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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数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0,244.32 314,225.71 -103,981.39 -33.09% 
主要是本期公司实现利润现金流入以及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基金等投资现金流出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2,168.51 5,759.56 6,408.96 111.28%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和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时报传媒”）购买基金增加

所致 

应收票据 3,587.81 1,340.58 2,247.23 167.63% 
主要是本期环球智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环球智达”）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26,087.07 78,524.34 47,562.73 60.57% 

主要是本期时报传媒、陕西华商传媒公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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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智达、天津掌视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掌视亿通”）等子公司应收账款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18,685.24 12,605.97 6,079.26 48.23%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澄怀科技”）、环球智达预付款

项增加所致 

应收股利 695.14 171.00 524.14 306.51%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新增应收辽宁新闻印刷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印刷”）的股利

所致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 7,142.00 -7,142.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转让其持有的磨铁图书、

成都桑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美多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9,669.44 39,435.47 -29,766.04 -75.48%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转让其持有的索菱股份股

票、所持有的康欣新材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以及上海鸿立转让其持有的力星股份部分股票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6,355.99 40,824.87 65,531.12 160.52%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与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燃气”）、掌视亿通等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以及上海鸿立出售神

州信息等10只定增股票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5,154.00 115,511.85 39,642.15 34.32%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投资上海鸿立虚拟现实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虚拟现

实基金”），西安华商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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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唯基石3号定增基金等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63,059.47 47,425.32 15,634.15 32.97%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投资国广东方网络（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东方”），以及海

南民享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北京奇临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所致 

工程物资 1,493.76 1,029.45 464.31 45.10% 主要是本期民生燃气工程施工物资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175.69 - 4,175.69 - 
主要是本期民生燃气取得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

用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49,984.34 32,755.16 17,229.18 52.60% 
主要是本期环球智达为保证双11家电大促销加

大商品采购，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390.68 14,763.76 -5,373.08 -36.39%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民生燃气、时报传媒、

华商传媒、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支付上年

末计提的工资及奖金所致 

应付利息 2,447.92 4,375.74 -1,927.82 -44.06%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支付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长期借款 - 4,000.00 -4,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83.31 6,370.64 -4,287.33 -67.30%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和上海

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954.58 22,638.65 -15,684.07 -69.28%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和上海

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所致 

项目 本期（7-9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1.13 1,143.89 -482.76 -42.20%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和时报传媒营业税金及附

加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2,299.41 8,606.15 3,693.26 42.91% 

主要是本期上海鸿立、澄怀科技管理费用增加，

以及环球智达上年同期未合并本期合并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404.40 137.89 1,266.51 918.50% 

主要是本期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商数码”）收回陕西华商豪盛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豪盛”）财务资助款，

减少利息收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98.91 490.79 808.11 164.65% 主要是本期时报传媒计提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52.22 -1,980.67 1,328.45 67.07%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持有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投资收益 41,019.02 2,863.76 38,155.26 1332.35%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以及上

海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增加投资收益所

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263.34 -54.92 -208.42 -379.46% 

主要是本期按权益法确认的国广东方投资收益

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49,288.32 13,148.56 36,139.76 274.86%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以及上

海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增加投资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441.51 794.47 647.04 81.44% 主要是本期掌视亿通收到税收返还所致 

利润总额 50,634.67 13,873.36 36,761.32 264.98%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以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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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增加投资收益所

致 

所得税费用 5,263.36 1,930.51 3,332.86 172.64%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计提所

得税，以及上年因税收优惠冲减所得税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238.36 10,787.22 26,451.14 245.21%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以及上

海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增加投资收益所

致 

少数股东损益 8,132.95 1,155.62 6,977.32 603.77%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增加投

资收益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10,751.85 -1,793.49 -8,958.36 -499.49%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以及上

海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将前期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转入损益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数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66.62 3,757.26 -1,490.64 -39.67% 

主要是本期海南椰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海岸1号”项目确认收入减少，导致营业税金

及附加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32,240.86 24,626.83 7,614.04 30.92% 

主要是本期上海鸿立、澄怀科技管理费用增加，

以及环球智达上年同期未合并本期合并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3,869.88 2,445.15 1,424.73 58.27% 
主要是本期华商数码收回华商豪盛财务资助

款，减少利息收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92.14 1,120.24 1,971.90 176.02% 
主要是本期时报传媒等子公司计提坏账损失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72.40 -2,203.02 1,530.62 69.48%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持有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投资收益 63,829.64 6,795.36 57,034.29 839.31%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处置索菱股份股票、磨铁

图书股权以及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部分股

票、出售定增股增加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 90,497.46 55,625.62 34,871.84 62.69%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处置索菱股份股票、磨铁

图书股权以及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部分股

票、出售定增股增加投资收益所致 

利润总额 92,536.56 58,555.59 33,980.97 58.03%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处置索菱股份股票、磨铁

图书股权以及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部分股

票、出售定增股增加投资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067.28 3,628.36 9,438.91 260.14%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上海鸿立投资收益增加，

以及掌视亿通所得税率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491.34 51,341.17 18,150.16 35.35%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处置索菱股份股票、磨铁

图书股权以及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部分股

票、出售定增股增加投资收益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977.95 3,586.06 6,391.89 178.24%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处置索菱股份股票、磨铁

图书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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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15,684.07 5,405.55 -21,089.63 -390.15%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出售索菱股份股票以及上

海鸿立出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将前期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转入损益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44,281.35 69,165.83 -24,884.48 -35.98% 

主要是华商数码收回华商豪盛财务资助款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48.01 10,162.56 -20,310.56 -199.86% 
主要是本期华商数码收回华商豪盛财务资助款

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本期收入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46,664.68 206,167.81 140,496.87 68.15% 

主要是本期赎回银行理财较上年同期增加，本

期华商盈通处置索菱股份股票、磨铁图书股权，

以及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出售定

增股票增加现金流入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345.07 6,499.11 9,845.96 151.50%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收到的基金分红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3,412.24 212,805.01 150,607.23 70.77% 

主要是本期公司赎回银行理财较上年同期增

加，本期华商盈通处置索菱股份股票、磨铁图

书股权，以及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部分股票、

出售定增股票增加现金流入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25,449.96 250,665.18 174,784.78 69.73% 
主要是公司本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以及投

资虚拟现实基金、对国广东方增资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 14,000.00 -14,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本部支付国视通讯（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视上海”）股权转让

款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7.00 93,486.53 -93,479.53 -99.99%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所致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7.00 2,196.28 -2,189.28 -99.68% 

主要是上年同期北京华闻创新传媒文化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爱达生活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175.69 - 4,175.69 - 主要是本期民生燃气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82.69 93,486.53 -89,303.83 -95.53%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46.81 70,713.51 -89,760.32 -126.94%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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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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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

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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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垠澳丰 其他承诺 

汇垠澳丰承诺连续五年（2015年-2019 年）之内任何时点汇垠

澳丰及其指定方所持华闻传媒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 9,000.00

万股，且汇垠澳丰及其指定方在持有华闻传媒股份期间如果减

持华闻传媒股份，减持前需优先征求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意见，国广资产有优先购买权。 

2015 年 06 月 12 日 
自 2015年6月12日起，

5 年 
正在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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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常喜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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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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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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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9 月 18 日 
自 2014年 1月 2日起，

5 年 

正在履行之中，华路

新材、新疆锐盈所认

购股份总数的 40%已

解除限售并于 2015

年 1月 5日上市流通，

所认购股份总数的

20%已解除限售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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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90%。 2016 年 1 月 20 日上

市流通；拉萨澄怀、

拉萨观道所认购股份

总数的 40%已解除限

售并于 2015年 1月 5

日上市流通，所认购

股份总数扣除公司无

偿回购部分后的 20%

已解除限售并于2016

年 1月 27日上市流通 

华路新材、新疆锐盈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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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未实

现，华路新材及新疆

锐盈已按其原有承诺

予以股份补偿 

新疆锐盈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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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未实

现，新疆锐盈已按其

原有承诺予以股份补

偿 

拉萨澄怀、拉萨观道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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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怀及拉萨观道已按

其承诺予以股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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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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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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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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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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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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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风网 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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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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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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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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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

购股份总数的 30%已

解除限售并于 2015

年 11月 27 日上市流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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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春晖、邵洪涛、

祖雅乐、邱月仙、葛重葳、韩

露、丁冰、李凌彪 

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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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05 月 04 日 
自 2014年 11 月 27 日

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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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7 日上市流

通 

西藏风网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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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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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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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关于标的公司利润的承诺：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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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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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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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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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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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05 月 16 日 自 2014 年起，3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4

年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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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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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履行完毕，六名投

资者所认购所有股份

均已解除限售并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上

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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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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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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华闻传媒;汪方怀;刘东明;张

小勇;朱伟军;李向民;郑毅;章

敬平;陈建根;郭全中;张仁磊;

李晓峰;金日;储一丰 

其他承诺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2016 年 02 月 05 日 
自 2016年 2月 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撤回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之事项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获

得证监会批准，承诺

已履行完毕。 

股权激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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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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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1 月 10 日 自 2013 年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3

年度、2014年度、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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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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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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业

绩承诺已实现 

国广资产 股份增持承诺 
国广资产承诺：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倡议，国广资产

将依法合规的择机予以增持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09 日 择机 正在履行之中 

国广资产 股份减持承诺 
国广资产承诺：在公司股票复牌后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09 日 

自公司 2015年 8月 31

日股票复牌至2016年2

月 29 日止 

已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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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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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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动利 A 118,804,382.37     118,804,382.37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股票 600076 康欣新材 23,800,000.00 7,585,269 0.73% 7,585,269 0.73% 96,694,385.3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购买 

股票 300421 力星股份 47,079,975.00 6,650,000 5.94% 3,325,000 2.97% 73,754,628.19 85,865,838.4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ZL60ZST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专属60天

增利理财产品 
6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其他 2301137336 浦发银行利多多月添利 6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其他 92090 招商银行日益月鑫理财计划 6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其他 ADK150008 
“安心.灵动.75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6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其他 90060 招商银行日益月鑫理财计划 6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其他 ADK150009 
“安心.灵动.76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6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其他 FGAA16497B 
非凡资产管理双月增利第

250 期对公 02 款 
60,000,000.00     6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648,090,783.44 40,694,720 -- 41,645,024 -- 647,416,189.91 -10,311,006.54 -- -- 

合计 1,257,775,140.81 54,929,989 -- 52,555,293 -- 1,356,669,585.80 75,554,831.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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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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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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7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近几年发行股份情况 

2016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控股的股东战略

重组国广控股进展情况 

2016 年 09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 2016年 9月 14 日股东人数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汪方怀（签字）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