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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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不适用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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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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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媒控股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60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坚强

张江瑾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1929 号万和国际 7 幢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1929 号万和国际 7 幢

电话

0571-85098807

0571-85098807

电子信箱

ir000607@000607.cn

ir000607@000607.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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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后

调整后

831,321,795.70

752,387,150.84

752,387,150.84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965,196.57

34,144,528.25

33,719,748.41

2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4,325,819.56

32,145,811.08

32,145,811.08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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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400,735.66

-68,713,427.98

-83,218,576.16

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1.88%

1.88%

0.6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459,038,496.36

3,120,706,371.68

3,469,502,918.34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9,461,837.05

1,819,039,190.47

1,666,496,640.4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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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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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杭州日报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华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48.13%

489,771,977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5%

49,408,102

都市快报社

国有法人

3.95%

40,194,438

浙江华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

28,945,369

华立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

22,000,000

雷立军

境内自然人

1.15%

11,719,080

谭希宁

境内自然人

0.67%

6,793,600

山东万芝园食
用菌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0%

4,100,000

王紫军

境内自然人

0.36%

3,690,529

胡志剑

境内自然人

0.35%

3,55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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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42,994

10,048,6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社）持有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都市快报社 100%股权。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江华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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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立军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11,654,980 股股份；
山东万芝园食用菌科技有限公
司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4,100,000 股股份；王紫军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
本公司 3,611,629 股股份；胡志剑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2,477,123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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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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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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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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华媒控股按照杭报集团30字发展方针以及“谋五拼三”总要求，加快谋篇布局、转型升级，不断推进“一
体两翼”产业布阵，进一步优化“大文创产业生态运营商”战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132.18万元，同比上升10.49%，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96.52万元，同比上升27.4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32.58
万元，同比增长6.78%，基本每股收益0.04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4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2.18%。
主要原因系：公司积极拓展广告策划业务，承办大型会展和论坛活动，持续拓展教育业务，同时受党报适当提价、纸张价格
稳中有降，增值税税率下降等因素的有利影响。
（一）广告及策划业协同共进
公司2014年12月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时，重组后的收购资产不包括报纸采编类资产。根据报刊行业采编与经营“两分
开”的政策，杭州日报社及其他相关7家报社，与公司购买资产范围内各相关报刊经营公司签订了《授权经营协议》和《收
入分成协议》，上市公司负责传媒经营类业务。根据协议，上市公司每年共需支付保底采编费用20,741万元，为公司所属各
传媒公司主要成本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统筹协调，充分整合现有资源，进一步推动存量部分转型升级，巩固集报刊、网站、微博、微信、
APP、户外媒体、会展平台等协同驱动的“报网端屏楼”全媒体矩阵，有效支持纸端、网端、手机端和户外端在重大主题、
重要活动的联动配合，充分发挥各业务的综合协同效应。
报告期内，各传媒公司在巩固老客户，稳定广告存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版面广告转型，加快广告产品服务创新，依托
牌照优势，在丰富内容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平台、渠道、技术等建设，为客户提供形式多样的新媒体运营服务，不断挖掘
市场潜力，吸引广告投放。公司不断推动文化会展转型升级，通过打造并规范使用会展LOGO、设计制作会展统一宣传品，
全面提升会展“专业化、品牌化、产业化”水平，积极争取主办承办国家级大型会展或论坛活动，以会展活动带动广告投放，
充分发挥全媒体矩阵的协同作用。
公司户外广告由孙公司风盛股份（证券代码：838071）经营。报告期内，风盛股份继续聚焦地铁语音、城市LED、地铁
平面、地标建筑灯光秀四大产品线，开拓杭州和全国两条战线。通过资源整合营销、创意策划赋能的高品质专业化服务，拓
展深耕客户，户外广告业务保持了营收规模及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经过近几年的资源打造、客户积累及创意运营等专业服
务沉淀，风盛股份在户外广告行业内取得了较高的市场认可度和品牌效应。
报告期内，广告及策划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0,738.10万元，同比增长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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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刊发行及印刷业持续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做好《杭州日报》、《都市快报》等集团报刊的发行投递，通过优化发行站绩效考核，协调出版流
程，加强巡查督促整改等措施，不断优化发行结构，有效稳定服务质量。公司旗下各传媒公司深耕本土资源，推进“党员订
党报”工作，积极拓展征订数量，加上部分报刊的提价，使得发行收入同比增长2.01%。
公司印刷业务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和生产效率，大力拓展非报印刷业务。本报告期，实现非报业收入占印刷总收入的
68.90%，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由于商业印刷持续增长，同时增值税税率下降、纸张价格相对稳中有降，加上公司持续优
化的成本管理和市场拓展等因素，对外商业印刷收入为11,298.09万元，同比增长40.03%，占营业总收入的13.59%。
报告期内，报刊发行及印刷业实现营业收入24,975.91万元，同比增长16.29%。
（三）教育业务顺利发展
公司不断优化教育板块相关业务的发展。继续加快职业教育的全国布局，发展职业、国际、IT、艺术、在线、基础六大
教育板块，扩大与全国高校合作办学领域。除职业教育外，公司旗下每日传媒创办的杭商大学金融学院顺利办学，教育实践
营开展了100多场特色实践活动；萧报传媒不断优化萧报学堂、小记者等活动；都快控股举办特色夏令营等。公司投资设立
的浙江华媒优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教育项目已正式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的教育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611.20万元，同比增长24.27%。
（四）其他业务逐步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物流业发展，打造文化产权平台、文创园区平台，搭建文创金融平台，拓展多元融资渠道。
物流业务积极转型。报告期内，每日送公司在做好集团内报刊投递的基础上，协同推进电商物流、生活物流和信息物流
的发展，加快打造现代物流服务业。
文化产权平台持续拓展。报告期内，参股公司杭州文交所继续拓展泛文化产权交易板块，做优做强各项业务；进一步拓
展艺术品销售新渠道。子公司华泰一媒新闻版权维护业务发展良好。公司参股成立火鸟公司继续打造数字经济聚集区，与工
信部标准化研究院合作筹办第三届中国区块链开发大赛，与省网信办协办《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指导交流会，反响良
好。
文化园区平台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华媒科创园区实现满租的基础上，已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十余家；华媒智谷、华媒数创园招商进展顺利；杭州华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完成，进一步完善九堡项目产业论证方案；
大江东融媒体智造集群总部基地项目完成临时用电设计和设备的招投标工作，推进开工前相关审批工作。
文创金融平台逐步搭建。报告期内，公司与杭实基金共同成立的杭州杭实华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运营正常。
公司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期、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为后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参与发起成立的杭州市企业上市与并购
促进会（简称“海马会”）已开始正常运转。
（五）党建工作全面完善
公司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建全覆盖，全面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华媒控股党委工作机制，
制定完成公司党建、纪检年度工作计划，按照上级党委要求开展“四提一争”专项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
度化常态化，完成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党员发展、组织关系转接、党费收缴、智慧党建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国企党建工
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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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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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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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新增二级子公司4户，分别为杭州萧文置业有限公司、杭州钱塘传媒有限公司、杭州华媒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及杭州华媒智谷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悦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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