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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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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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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已有详细说明，敬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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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61,058,1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9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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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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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8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萝伊

朱兆龙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 号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 号

电话

020-83569319

020-83569319

电子信箱

ycm2181@gdgzrb.com

ycm2181@gdgzrb.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广告业务、销售业务、印刷业务、系列媒体经营业务、文创园区运营及文化产业
投资业务等。
（一）广告业务
公司的广告业务包括平面媒体广告业务以及地铁户外广告、数字广告等类型的广告业务。公司的平面媒体广告业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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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具有领先地位。《广州日报》的广告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报经营公司负责运营，报告期内，广报经营公司获得“广
东省广告企业全媒体服务特级广告企业”资质，《广州日报》广告收入已连续26年居中国平面媒体第一（根据央视CTR监测
数据显示，2019年广州日报总体刊例收入（含地方版）再度高居全国第一）。公司以参股28%广州地铁传媒有限公司的方式
切入地铁户外广告业务，以代理和参股方式切入数字广告业务，并不断推进技术、资源和营销渠道的有效整合。经过不断探
索，公司广告经营模式正从单一的平面广告经营，转向新媒体、活动、户外广告等全媒体整合营销，并从城市媒体广告运营
向城市文化服务转变。
（二）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对广报经营销售分公司和广报电商公司进行业务整合，充分利用发行网点基础，加大线下线上的联
动，开展报刊销售、家用用品订购、门店零售、电商销售及配送业务。报刊销售方面，主要为广报系的《广州日报》《老人
报》《广州文摘报》等报刊以及非广报系其他多种报纸期刊提供发行服务。家用用品订购方面，开拓了“广报悦泉”饮用水、
家用盘纸等产品；依托线上商城，开展城市家庭用户订购和农产品销售。
（三）印刷业务
公司印刷业务包括报纸印刷和商业印刷两部分。 广报经营公司印务分公司以承印《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等报纸为
主。公司印务分公司主营对外承接报纸印刷和书刊、广告等商业印刷业务，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分别纳入书刊印刷全国、广东省定点企业，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商标印刷企业，也是国内集报纸印刷与商业印刷于
一体的大规模综合印刷企业之一，已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及FSC认证。
（四）系列媒体经营业务
公司从事《足球》《篮球先锋报》《广州文摘报》《老人报》《新现代画报》《读好书》《美食导报》《舞台与银幕》
等一系列资讯、娱乐、文化、生活类报刊的经营业务，以及大洋网等新媒体经营业务。公司系列媒体在行业、区域内具备较
高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以“产媒融合”为目标，对系列媒体进行调研和梳理，按业务关联性整合成四大板块，并按新的机
制进行运作。
（五）文创园区运营及文化产业投资业务
公司在广州市内拥有在建的粤传媒大厦、已建的广州记者乡村俱乐部、马赛国际商务中心三层写字楼等一批物业，并
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洲心工业园拥有一块建有厂房的工业用地。报告期内，公司新成立文创事业部，致力文创园区的开发
与运营。
公司一直在文化传媒及相关产业领域积极寻找团队优秀、发展可期的投资项目，通过多种资本运作方式为公司积累有
助于实现公司多元化战略部署和传媒产业链布局的投资项目资源，致力于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公司发起设立的德粤基金专注
于投资文化传媒新兴领域和创新服务领域的相关企业，投资了北京影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美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一
批文化产业项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678,617,407.85

797,118,197.28

-14.87%

893,970,22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949,003.85

54,540,682.98

53.92%

72,551,16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914,639.83

-195,098,344.94

127.12%

93,710,51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76,027.34

22,688,978.27

-42.81%

-16,474,516.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3

0.0470

53.83%

0.0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3

0.0470

53.83%

0.0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1.38%

增加 0.72 个百分点

1.88%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549,897,349.46

4,404,739,929.21

3.30%

4,305,027,04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32,606,675.57

3,965,540,638.19

1.69%

3,917,280,601.1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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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72,832,463.20

156,901,104.99

161,950,437.16

186,933,40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84,733.40

43,681,949.68

38,397,551.63

-20,715,23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24,134.94

21,285,437.41

34,000,482.19

-22,295,41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38,872.63

4,501,896.18

-1,953,135.41

105,066,139.2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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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57,06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1,13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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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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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传媒控股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47.64%

553,075,671

0

广州大洋实业
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18.21%

211,407,711

0 冻结

福建省华兴集
团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司

1.42%

16,470,700

叶玫

境内自然人

1.05%

12,170,674

宋旭东

境内自然人

0.63%

7,350,000

0

沈佳闻

境内自然人

0.56%

6,511,602

0

上海埃得伟信
境内非国有
投资中心（有限
法人
合伙）

0.40%

4,679,666

林联丰（上海）
境内非国有
投资管理有限
法人
公司

0.34%

3,947,065

乔旭东

境内自然人

0.29%

3,342,618

徐玉珍

境内自然人

0.20%

2,372,700

数量

14,560,000

0
12,170,674 质押（冻结）

4,679,666 质押（冻结）

12,170,674

4,679,666

0
3,342,618 质押（冻结）

3,342,618

0

1、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2、叶玫、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两者为一致行动人；3、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
动的说明
关系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沈佳闻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805,900 股；徐玉珍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34,600 股；叶勤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说明（如有）
2,183,449 股；马建华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78,8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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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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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在公司全体股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下，公司党委、经营班子带领全体员
工围绕”产业转型、机制改革、管理优化“三条主线，积极维护传统主业稳定和开展转型业务论证，着力推进公司改革发展，
初步确定了转型思路和方案，总体呈现起步稳、节奏快的良好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8,617,407.85元，同比
减少14.87%；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83,949,003.85元，同比增加53.92%。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回顾：
1、广告业务：稳定传统业务，经营转型初见成效
受报纸广告大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广州日报》版面广告收入继续下滑，利润同比减少。广告分公司大力发展全案策
划服务和多形态广告营销业务，在新媒体广告、户外广告代理以及活动营销等非报收入方面取得不错成绩，转型业务保持了
较快的增长势头。如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项目创下单一主题策划收入新高；成功竞选为2020全国主流媒体汽车联盟主席
单位，承办全国性的《2019中国年度汽车总评榜》颁奖典礼。新媒体及代理业务增长近四成，广告分公司以策划原创内容拉
动广告投放，通过创新条漫、撰写具有新媒体独特调性的原创文章，直接拉动新媒体广告的投放。教育类项目表现较为出色，
加强了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从多个方向探索产业化发展路径，为教育行业未来孵化新项目，进行产业化转型发展开启
创新之路。
2、销售业务：转型“轻资产平台化销售业务”
2019年公司继续保持《广州日报》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市场占有率排名保持领先，订阅量整体实现年度收订
既定任务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优化了订阅量配比结构，提高重点区域机团订阅占比，机团订阅量有所上升。
广报经营销售分公司以“轻资产平台化”为目标，从劳动密集型物流业务转型特色商品销售，做自有品牌运营，促进经营。
报告期内，通过优化线路，收缩物流业务，转型做自有品牌，打造了系列产品，如广报菜篮子、广报果园、扶贫助农、休闲
旅游以及日用数码等五大板块业务，分别在广州南沙、番禺、清远、佛山等地建立了广报菜篮子直供基地，并在2019年下半
年推出了中高档大米品牌，市场反响较好。
3、印刷业务：保持安全精品生产，各项成本持续挖潜
2019年，印刷事业部一方面坚持安全生产、精品生产。报印在全国报纸印刷质量评比中继续保持全国精品级报纸称号；
彩印在广州市印刷包装品质量竞赛活动中获得2个金奖、5个银奖、2个铜奖。另一方面，印刷事业部紧紧围绕转型升级、对
内强管理降成本，对外积极开拓市场。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税金及附加均实现了同比大幅下降，经营状况大幅
改善。
4、系列媒体业务：保持稳定经营业绩，整体转型初步向好
公司系列媒体业务包括老年健康与少儿教育产业、生活与时尚娱乐产业、体育科技服务产业、新媒体产业四个板块。报

4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告期内，四个板块在稳定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转型升级业务，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老年健康、少儿教育产业
大洋传媒旗下报刊《老人报》《广州文摘报》受用户减少、零售渠道收缩等影响，传统报纸广告、发行收入继续下跌，
2019年整体收入和利润同比略有下降。转型升级业务方面，老年大学项目办学网点稳步增加，实现收入同比较快增长。诚品
购和专享游项目加大策划力度并积极开发新产品，着力打造老年购物、老年旅游品质保障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和品牌美誉度。
岭少社区公司积极拓展“小记者”、“学神学堂”等项目，全力拓展少儿教育产业。
（2）生活与时尚娱乐产业
广粤文化2019年传统业务板块收入约占总收入六成。《舞台与银幕》《美食导报》及时调整发行策略，有效控制下跌幅
度；《新现代画报》的广告收入基本持平。转型业务重点是布局新媒体业务，加大转型项目的创新升级，推动融媒产业发展。
2019年转型项目（包括518俱乐部、美食兵团、精品珠江美食长廊）收入同比增长85.96%。
（3）体育科技服务产业
受世界杯后的赛事淡季影响，先锋报业的总营收和利润有所下降，转型业务收入占比有所增长。足球报微博粉丝数突破
150万大关，篮球先锋报的官博粉丝数也超过100万，同时团队中知名体育博主矩阵的粉丝集合已超千万。较大的用户流量，
对提高报纸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流量变现提供基础。先锋报业根据旗下体面公司所具有的资
质以及通往移动互联网各平台的渠道，整合下属新媒体广告，统一制作分发，上半年实现了较好的收入。同时尝试拓展体育
赛事周边客户，增加体面营收渠道，积极对接俱乐部，开展俱乐部“全网队报服务”。
（4）新媒体产业
2019年，公司继续深入推进媒体融合，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强化新媒体平台建设。大洋网政务项目进一步向网络
建设服务、系统维护和技术开发转型，逐步降低内容代运营的比重，使业务含金量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也进一步向政企服
务推进，积极利用大洋网的媒体资质、融媒体服务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将原来服务于政府机构的模式向企事业单位推广，
初见成效。2019年下半年孵化新项目 “大洋研学”，紧扣从国家到省市的研学旅行政策，及时介入教育和文旅市场，通过与
外部机构合作，项目9月开始试运营，10月已产生营收。
5、文创业务
公司在七大业务板块之外，今年成立了文创事业部，旨在向“文创产业生态投资运营商”转型，积极拓展文化产业和文创
园区。目标是以公司持有的土地和物业为基础，整合内外资源，充分发挥“广州日报”和“粤传媒”全国知名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和优势，打造文化+特色园区运营品牌“粤传媒C-PARK”，拓展文化产业新业务，努力发展成为知名的文化产业生态投资运
营商。目前，团队建设和项目落地工作正在扎实有效地推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报刊

406,162,795.85

186,234,482.60

45.85%

-15.58%

-9.50%

3.08%

商业印刷

192,826,829.46

7,621,682.35

3.95%

-1.79%

-142.15%

13.1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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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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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执
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 不涉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
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
债）”

不涉及

（2）理财产品投资重分类为“以 董事会批准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005,280,952.44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005,280,952.44

（3）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 董事会批准
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2,615,459.8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2,615,459.87

（4）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 不涉及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不涉及

（5）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 不涉及
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

不涉及

（6）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不涉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不涉及

（7）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 不涉及
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
务工具）”

不涉及

（8）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不涉及
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债务工具）”计提预期信
用损失准备。

不涉及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董事会批准
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11,909,417.99元，上期金额24,697,982.06元；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151,384,752.01元，上期
金额178,547,942.3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0.00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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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金额0.00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50,831,077.30元，上期金额81,308,261.97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 不涉及
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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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减少4家子公司：
1、佛山市广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办理工商注销。
2、广州乐龄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办理工商注销。
3、欧凯游戏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办理工商注销。
4、广东蜜巢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办理工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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