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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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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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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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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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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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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37,139,239.25 1,473,474,595.86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853,261.61 359,500,413.03 -7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2,325,956.24 134,662,580.89 -17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9,470,791.54 54,471,392.48 -75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9 0.1782 -77.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9 0.1782 -7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3.72% 减少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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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7,399,275.87 15,851,560,825.76 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59,166,219.28 9,762,332,284.6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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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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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168,239,244 0 质押 167,89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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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122,7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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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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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78,50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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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70,926,147 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

盈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04% 60,781,6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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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59,088,20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 51,491,308 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38,379,718 0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37,954,736 35,486,842 质押 37,7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7,527,182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5.37%），

其中：国广资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8,239,244 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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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通过“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盈 1 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

公司 60,781,677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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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24,407 股（占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8.12%），其中：通过“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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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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21,037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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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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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永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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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7月 13日，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之一由朱金玲变为孙景龙，另一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12日、7月 16日分别在巨潮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72）、《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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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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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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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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走势稳中向好，但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结构性、深层次、体制性矛盾仍很突

出，且面临着较大的外部挑战。传媒行业整体上处于洗牌期，传统媒体仍面临下滑趋势。公司按照年初确

立的“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和监事会的有效监督下，我们将紧密围绕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重点任务，聚

焦发展，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破解发展难题，加大存量业务整合力度，着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强化

管理，防范风险，增创和谐，提升公司价值与品牌”的经营管理思路，继续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

通过整合、并购等有效手段，加快转型升级，致力创新发展。在具体经营方面，各项业务一定程度上受到

经济形势、环境、行业趋势等影响，面临的压力较大。 

（一）2018年上半年，信息披露业务政策改革深化，原有信息披露价格体系受到较大冲击，时报传媒

经营成本持续攀升，加上新股发行减速导致新项目锐减，常年信息披露实施降价政策，时报传媒面临较大

的经营压力。但时报传媒通过存量客户挖潜以及服务内容拓展等手段保持了信息披露业务收入的整体稳

定。 

（二）面对传统媒体市场整体低迷的严峻压力下，2018年华商传媒全面启动媒体+，建设完善三大平

台,坚持“聚焦核心、尊重结果、目标导向、机制驱动”工作主线和原则，及“分步突围，务实前行”的

操作思路，继续压缩传统业务成本、转化资源、强化影响力，同时加大转型力度，推进华商传媒可持续发

展。华商传媒管理层及全体员工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努力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传统业务经营确保稳定，

新业务加大拓展力度，整体经营优于预期。 

（三）国广光荣通过加强与国际台、国广控股的合作，获取国际台广播频率独家广告经营资源，有效

应对了近年以来互联网等新媒体广告形态所形成的竞争与冲击。截至2018年6月底，国广光荣除已获得的

国际台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等直辖市或一线大城市落地

的8个规划频率之外，还获取到国广频点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通过与全国部分省会、直辖市广电机

构商业合作，在上海、成都、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区的节目合作频率的独家广告经营资源，拓展了经营

发展空间。 

（四）澄怀科技因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限制了部分赴美条件，对美国留学市场冲击较大，

故主要的留学业务在2018年上半年有所下滑。同时国家于2017年底取消了出国留学中介资质牌照，小型留

学服务公司大量涌现，对原有的留学服务公司造成了一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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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视上海的核心合作伙伴以及主要业务结算方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在2018年上半年继续延续

2017年基本经营策略，其传统的视频计费业务继续专注于自有品牌产品，逐步降低牌照方的推广空间。同

时各省对计费业务的限制仍没有改善趋势，国视上海虽然经过调整团队等措施，对分省运营商进行了更加

频繁的业务沟通，但无法根本上扭转基本局面。自营业务在2018年上半年运营情况虽有好转，但运营商的

重视度仍不高，总体发展并不理想，从媒介质量到业务流程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待优化空间，预计还需要较

多时日才能真正形成规模化销售。截至2018年6月，国视上海实现包月用户数为126.41万人。 

（六）掌视亿通加强与牌照方的深度合作，深化视频计费业务渠道，2018年上半年采购5部卫视同步

电视剧，95部院线电影，其中11部欧美经典获奖电影；流量营销事业部2018年上半年签约广告主新增13家、

媒体新增6家，上线金融产品新增8款、网服类产品新增6款、游戏类新增10款，同产品投放不同渠道高达

20款以上。 

（七）国广华屏本着锁定“信息孤岛”这一特殊场景，为场景用户提供手机电视服务的宗旨，加速场

景覆盖，并不断优化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同时深入产业合作，通过资源整合打造全新的跨

网络融合新媒体平台。截至2018年6月底，国广华屏手机电视业务覆盖目标用户近2万人/月，总观看人数

27,521人。 

（八）精视文化不断优化内部管理系统，对各城市的广告版位、销售、收款管理等模块的楼宇管理系

统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年初第一季度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在随后第二季度受行业内竞争加剧（新潮传

媒和分众传媒的竞争），另有国内整体市场不景气以及主要客户资源的政策性变化，造成上半年销售价格

下降、客户分流。截至2018年6月30日，精视文化楼宇广告版位总数为近4万个。 

（九）邦富软件在业务发展方面围绕拓展服务市场和对已有客户深度挖掘做大项目的方向发展；产品

质量管理方面已获得多项资质，先后通过CMMI5、ISO9001、ISO20000、ISO27001、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认证；受业务单一、行业竞争等因素影响，导致业务持续下滑。 

（十）漫友文化在平面出版行业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下，积极寻求措施减少行业趋势变化对公司影响，

仍然维持国内行业出版销量靠前的地位。同时开辟平面出版蓝海区域，打造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漫画作品

以及以少儿为对象的儿童读物新生态。动漫节奖在行业内口碑盛传，培育出众多优秀漫画家。IP孵化团队

的主创项目继续获得各大漫画阅读平台及粉丝热烈追捧。 

（十一）麦游互动现已投入市场运营的游戏产品有3款，即《地主大亨》、《麦游斗地主》和《麻将

大亨》，均为全国性手机棋牌游戏产品。2018年上半年，麦游互动自主研发的竞技比赛棋牌手游《夺宝斗

地主》上线试运营；继续加强扩张中小渠道市场合作，通过游戏试玩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玩家参与体验游戏，

加大游戏推广力度；不断丰富、优化游戏玩法内容，提高用户付费意愿。 

（十二）房地产业务。公司子公司做好其开发的“新海岸壹号”项目不动产权证办证工作；销售合同

的回款工作基本完成；加强物业管理，保证小区品质，做好服务工作。积极推进海南澄迈华侨农场项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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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发的前期工作，密切关注跟踪澄迈县多规调整进程，北向入口路工作有所推进。 

（十三）上海鸿立、鸿立华享一方面继续坚持专业化投资，对重点产业深耕细作，另一方面加强已投

项目管理，做好项目退出回收工作。2018年上半年，上海鸿立出资6,000.00万元参与设立当涂鸿新智能制

造产业基金（有限合伙），鸿立华享出资1,208.768万元投资广德天运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6

月30日，上海鸿立已投资且未退出项目21个，鸿立华享已投资且未退出项目12个。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经营，营业收入持平，营业成本上升，营业利润下降。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143,713.9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7%；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总成本为153,339.91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21.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185.3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7.23%，主要是

本期公司总毛利下降以及本期计提的利息费用增加，以及上年同期处置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100%股

权获得投资收益所致。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及同比变动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43,713.92 147,347.46 -2.47% 

营业成本 103,653.92  85,307.66  21.51% 

主营业务毛利 40,060.00  62,039.80  -35.43% 

营业利润 11,513.82 47,941.45 -75.98% 

利润总额 11,943.29 48,677.32 -75.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185.33 35,950.04 -77.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32.60 13,466.26 -1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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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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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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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4家，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增加原因 设立或购买日期 

1 深圳市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 2018年6月 

2 陕西华商通用航空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6月 

3 拉萨悦胜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6月 

4 北京城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年6月 

② 本期减少合并单位4家，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减少原因 注销或转让日期 

1 苏州华闻糖心动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 2018年4月 

2 海南生龙广告有限公司 转让 2018年5月 

3 广州酷食餐饮有限公司 注销 2018年4月 

4 上海精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转让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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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