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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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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亮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薛国庆

朱金玲

董事

因与其他工作安排时间冲突

薛国庆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闻传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79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日

邱小妹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电话

0898-66254650

0898-66196060

电子信箱

board@000793.com

board@00079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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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73,474,595.86

1,743,271,215.24

-1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9,500,413.03

322,529,787.15

1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4,662,580.89

174,462,400.40

-22.81%

54,471,392.48

-123,979,186.22

14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2

0.1574

1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82

0.1574

1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3.60%

增加 0.12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3,028,968,159.23

13,402,689,490.45

-2.79%

9,854,237,381.85

9,492,873,050.44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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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462,400.40 元
是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金额。公司自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年度报告起将专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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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95,583.57 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0,3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7.26%

146,500,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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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94%

119,927,6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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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
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89%

78,506,261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

78,399,207

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
海信托·海汇 4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25%

65,465,262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37,29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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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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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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45,713,694

0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1.95%

39,321,431

39,321,431

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1.76%

35,489,507

19,153,815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质押

38,9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国广资产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5,006,391 股（占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11.15%），其中：国广资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6,500,13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7.26%），通过“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 78,506,261 股（占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89%）。常州煦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直接或间
接通过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三只资产管理计划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59,731,007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7.92%），其中：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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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股份 119,927,637 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 5.94%），通过“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聚和资
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30,515,332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51%），通过“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源鲲鹏资产管理计
划”持有公司股份 9,288,038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46%）。除国
广资产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 号单一资金信托”存
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
三只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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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均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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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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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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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报刊经营、广播广告、留学服务、手机视频、漫画动漫、楼宇广告、
舆情监测等业务。2017年上半年，传统媒体广告业务继续遭遇断崖式下滑，以移动互联网为
主的新兴媒体快速发展。公司按照年初确立的经营管理思路，优化并拓展现有业务，全力推
进转型业务，加大股权投资项目，核心子公司和业务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经营，主营业务收入有所下降。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
入147,347.4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48%，主要是本期信息传播服务业减少以及2017年3
月出售民生燃气100%股权使得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收入减少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35,950.0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46%，主要是本期出售民生燃气100%股权取得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2017年上半年的经营总成本为126,122.4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10%，主
要是本期收入减少导致结转的成本相应减少所致。
2017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及同比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比上年同 本期占利润总 本期占利润总额比
期增减（%） 额比例（%） 例比上年同期增减
-

-

变动原因
主要是本期出售民生燃气100%股
权取得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48,677.32

41,901.89

16.17

营业收入

147,347.46

174,327.12

-15.48

营业利润

47,941.45

41,209.14

16.34

98.49 增加0.14个百分点

主要是本期出售民生燃气100%股
权取得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6,708.52

22,810.63

17.09

54.87 增加0.43个百分点

主要是本期出售民生燃气100%股
权取得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主要是本期信息传播服务业减少
302.70 减少113.33个百分 以及出售民生燃气100%股权使得
点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收入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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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归 属 于母 公司 所
有者的净利润

1,270.88

820.96

54.80

35,950.04

32,252.98

11.46

主要是子公司掌视亿通新增收到
2.61 增加0.65个百分点 西藏风网的非经常性收益补偿款
所致
73.85 减少3.12个百分点

主要是本期出售民生燃气100%股
权取得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今后，公司将以传媒核心业务为基础，在数字化经济与文化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整合
公司旗下全媒体的渠道资源，为多年积累的用户提供场景匹配的文化消费产品与服务。在公
司的核心业务板块上，积极响应国家“文化贸易扬帆出海，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号召，
在强化公司现有互联网音视频服务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延伸，积极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整合
以中国资本市场指定信息披露服务为核心的财经版块，深挖“财经资讯+金融数据+交易”的
一体化服务，打造权威、客观、专业的财经金融信息数据的服务提供商；同时围绕公司现有
媒介平台资源、IP资源的横向输出，以粉丝经济、体验经济为主题，在区域化信息消费升级
和文娱竞技产业进行积极探索。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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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财政部2017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本公司本期对政府补助
的会计处理按该新修订的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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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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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原因为：
1）精视文化新设成立南京精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常州精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成都精
视框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2）本公司与华商传媒、西安二三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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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西安二三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持有46%、19%、35%的股权；3）国广光荣新设山南国
广风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20家，原因为：
1）华闻智云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
华闻优朋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在2017年3月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3）沈阳
华创众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14日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4）重庆盈略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2017年6月15日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5）重庆爱达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在2017年5月16日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6）重庆爱达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7）重庆爱达无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7年4
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8）重庆爱达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
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9）西安华商盈众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
再纳入合并范围；10）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1）万宁民生燃气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12）陵水民生燃气有
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13）海南民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17年4
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14）海口民生燃气管网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15）海南燃气用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16）海南民益工程技术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17）
海南民生公用管道检验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18）海南民生商
贸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19）海南民享商务服务有限公司2017
年4月处置，处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0）海南民生能源有限公司2017年4月处置，处置后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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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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