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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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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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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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399,605.02 752,060,002.07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40,169.76 175,082,341.71 -8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111,277.51 36,176,609.85 -2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205,056.87 -175,534,550.01 43.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5 0.0854 -8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5 0.0854 -8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1.97% 减少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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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9,231,271.21 13,402,689,490.45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24,329,754.15 9,492,873,050.44 0.33% 

注：上表中，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176,609.85元是公司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金额。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年度报告将专业投资公司的股权处置投资损益认

定为经常性损益。如按照将专业投资公司的股权处置投资损益认定为经常性损益的统一口径计算，则上年

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调整为155,742,351.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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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8,8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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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868.99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2,898,2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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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283.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50,137.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1,312.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5,2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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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971,107.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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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投资公司产生的股权转让收益 -32,297.41 

本公司将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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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立”）

股权处置净收益-41,068.33 元、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处置净收益 8,770.92 元。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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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9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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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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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投

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28% 46,01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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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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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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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33,1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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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峻茂 15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33% 26,785,04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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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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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投

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46,017,303 人民币普通股 46,017,303 

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航期货－

昕阳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3,120,711 人民币普通股 33,1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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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峻茂 15 号

单一资金信托 
26,785,043 人民币普通股 26,785,043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华睿

1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26,368,050 人民币普通股 26,368,05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

托·长安投资 575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21,929,675 人民币普通股 21,929,67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 3 号单

一资金信托 
20,288,956 人民币普通股 20,288,9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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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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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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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 32,194.15 23,806.08 8,388.06 35.23% 

主要是本期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商传媒”）预付华商传媒文

化中心工程款增加以及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澄怀科技”）新增预付北京

欢动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款和天津掌视亿

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视亿通”）

预付微众梦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流量营

销业务款导致 

应收股利 171.00 695.14 -524.14 -75.40% 
主要是本期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收回

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有限公司的分红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4,704.99 3,592.98 1,112.02 30.95% 

主要是本期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商盈通”）持有的科信技术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 20,228.90 90,356.74 -70,127.84 -77.61% 主要是本期公司赎回银行理财、国债导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1,776.01 157,872.47 123,903.54 78.48% 

主要是本期山南华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增

投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草根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西安华商广告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马鞍山盛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马鞍山信望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导致 

短期借款 7,401.83 5,000.00 2,401.83 48.04% 

主要是本期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燃气”）新增银行短期借款导

致 

预收款项 88,754.94 41,192.30 47,562.64 115.46% 
主要是本期公司预收转让民生燃气股权款导

致 

应付职工薪酬 9,279.68 13,957.47 -4,677.79 -33.51% 
主要是本期公司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工资及奖

金导致 

应付利息 6,148.97 4,269.33 1,879.64 44.03% 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计提中期票据利息导致 

其他流动负债 114.74 2.33 112.42 4834.86% 
主要是本期澄怀科技计提的待转销售税增加

导致 

项目 本期（1-3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9,126.13 13,931.41 -4,805.27 -34.49%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员工薪酬及相关费用减

少以及环球智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环球智达”）不纳入合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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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520.11 848.95 -328.84 -38.73% 
主要是本期澄怀科技收回部分应收账款导致

期末坏账计提减少导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6.95 -1,084.27 897.33 82.76%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导致 

投资收益 -1,028.43 24,041.37 -25,069.80 -104.28%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盈通处置北京磨铁图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磨铁图书”）、上海

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取得投资收益导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3,163.54 -1,233.70 -1,929.84 -156.43% 

主要是本期对环球智达按权益法核算以及国

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亏损增加导致 

营业利润 7,084.92 24,386.95 -17,302.03 -70.95%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盈通处置磨铁图书、上

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取得投资收益导致 

营业外支出 427.76 56.82 370.94 652.80%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

加导致 

利润总额 6,888.08 24,575.52 -17,687.43 -71.97%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盈通处置磨铁图书、上

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取得投资收益导致 

净利润 3,925.52 21,792.07 -17,866.55 -81.99%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盈通处置磨铁图书、上

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取得投资收益导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514.02 17,508.23 -14,994.22 -85.64%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盈通处置磨铁图书、上

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取得投资收益导致 

少数股东损益 1,411.50 4,283.83 -2,872.33 -67.05%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盈通处置磨铁图书，少

数股东取得投资收益较大导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532.05 -8,320.05 8,852.10 106.39% 

主要是上年同期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

转出相应的其他综合收益以及所持有的力星

股份剩余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导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78.50 -533.21 1,011.71 189.74% 

主要是本期华商盈通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4,936.07 12,938.80 -8,002.73 -61.85%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盈通处置磨铁图书、上

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取得投资收益导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83,740.70 63,976.77 19,763.93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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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以及澄怀科

技收回上年部分应收账款导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1,964.76 18,259.81 -6,295.05 -34.47%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及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

公司的代收款减少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20.51 -17,553.46 7,632.95 43.48% 

主要是本期时报传媒收入增加以及澄怀科技

收回上年部分应收账款导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2,372.19 11,598.37 -9,226.17 -79.55% 

主要是上年同期上海鸿立处置力星股份股票

取得投资收益以及本期华商传媒收到的基金

分红减少导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56.14 191.99 -135.85 -70.76% 
主要是本期华商传媒处置非流动资产收回的

现金减少导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46,000.00 -- 46,000.00 -- 

主要是本期公司预收转让民生燃气股权款导

致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671.52 -75,600.13 65,928.61 87.21% 

主要是本期公司预收转让民生燃气股权款以

及购买银行理财减少导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401.83 -- 2,401.83 -- 主要是本期民生燃气新增银行短期借款导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00 4,000.00 -4,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传媒归还借款导致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1,513.53 212.73 1,300.80 611.49% 

主要是本期上海精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

少数股东股利导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7.90 5,466.43 -3,898.53 -71.32% 主要是上年同期华商传媒归还借款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3.93 -5,466.43 6,300.36 115.26% 

主要是本期民生燃气新增银行短期借款以及

上年同期华商传媒归还借款导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8,758.14 -98,620.05 79,861.90 80.98% 

主要是本期公司预收转让民生燃气股权款以

及购买银行理财减少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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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2017年3月31日召开的2017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转让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持

有的民生燃气100%股权以103,000.00万元的总价格转让给海南民生众和实业有限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公司将所持有的民生燃气100%股权过户给海南民生众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7年4月初办理完成，公司不再持有民生燃气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转让民生燃气 100%股权 

2017 年 03 月 16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以下简称"巨潮网"）披露的《第七届董

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

《关于转让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1） 

2017 年 04 月 01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网披露的《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026） 

2017 年 04 月 06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网披露的《关于转让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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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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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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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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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兴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顺文化”）、朱金玲 
其他承诺 

朱金玲及兴顺文化承诺：自 2016 年 12 月 6

日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持有

的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广控股”）50%股权，也不通过国广控股间接

转让拥有权益的华闻传媒的股份。 

2016 年 12 月 06 日 
自 2016年 12 月 6 日起，

12 个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国广控股 其他承诺 

国广控股承诺：自 2016年 12月 6 日工商登

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国广资

产 58.0344%股权，也不通过国广资产间接转

让拥有权益的华闻传媒的股份。 

2016 年 12 月 06 日 
自 2016年 12 月 6 日起，

12 个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国广资产 其他承诺 

国广资产承诺：自 2016年 12月 6 日工商登

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华闻传

媒 146,500,130 股股份。 

2016 年 12 月 06 日 
自 2016年 12 月 6 日起，

12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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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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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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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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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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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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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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度的业绩承诺未实现，华路新

材及新疆锐盈均应按照其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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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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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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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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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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的业绩承

诺未实现，新疆锐盈应按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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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的业

绩承诺未实现，拉萨澄怀及拉

萨观道已按其原有承诺予以股

份补偿；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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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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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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葳、韩露、丁冰、李凌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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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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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

购股份总数的 30%已解除限售

并于 2017年 4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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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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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

购股份总数的 20.87%已解除

限售并于 2017年 4月 12 日上

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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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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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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的业绩

承诺已实现，2016 年政府补贴

等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未实现，

西藏风网应向掌视亿通予以现

金补偿 797.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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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漫友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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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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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友文化 2016 年度的业绩承

诺未实现，金城等 20 名股东均

应按其原有承诺予以股份补偿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国广控股、乌鲁木齐中盛天誉股 业绩承诺及补 公司于 2013年 1月购买国广控股、中盛天誉、2013 年 01 月 10 日 自 2013 年起，5 年 正在履行之中，201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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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所作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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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安排 江河大禹分别持有的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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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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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资产计划自 2016年 12

月 21 日起 6 个月内，增持华闻传媒股份数量

不少于 1,000 万股。 

2016 年 12 月 21 日 
自 2016年 12月 21日起，

6 个月内 
正在履行之中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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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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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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 嘉实货币B基金 100,000,000.00     100,871,120.16  交易性金融资产 购买 

股票 300421 力星股份 26,600,000.00 3,325,000  3,325,000  80,466,850.59 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B140C0160 

中信理财之信

赢系列（对公）

天天快车2号人

民币理财产品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股票 300565 科信技术 11,000,000.00 2,400,000  2,400,000  32,049,940.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CBJ01336 
招商银行理财

产品 
30,000,000.00     3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股票 002196 方正电机 25,263,869.53 741,940  741,940  15,803,322.00 -1,973,560.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购买 

股票 002249 大洋电机 23,998,394.15 1,856,109  1,856,109  15,257,215.98 -761,004.69 交易性金融资产 购买 

股票 000001 平安银行 12,512,207.00 932,592  932,592  8,551,868.64 65,281.44 交易性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 理财产品 3,000,000.00     3,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合计 282,374,470.68 9,255,641 -- 9,255,641 -- 336,000,318.11 -2,669,283.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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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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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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1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增补的董监事情况、投资马鞍山盛

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的

相关情况 

2017 年 02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 2017年 2月 15 日的股东人数 

2017 年 02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投资浙江草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目的及战略意义 

2017 年 03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转让民生燃气股权的情况 

2017 年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投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

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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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