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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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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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203,749.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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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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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赵国林

办公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中国(河南)出版产
业园 A 座

传真

(0371)87528528

电话

(0371)87528527

电子信箱

ddcm000719@126.com

000719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从事出版物的编辑、生产和市场推广，通过形式多样、门类齐全的出版产品，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知识、信息和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业务涵盖出版、发行、印刷及印刷物资供应、媒体、数字教育及服务、文化产品贸易等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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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版业务：一是本版图书（含教材教辅）出版，即本公司组织策划、选题论证、组稿编辑、拥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含
教材教辅）的出版。二是人教版、人音版、北师大版等（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材租
型出版，即本公司与教材原出版单位以协议方式获得重印权、代印权，负责相关版型教材在河南省的宣传推广、印制、发行
和售后服务等工作，本公司向教材原出版单位支付租型费用。三是党和国家重要理论出版物的租型出版。
2.发行业务：利用河南省新华书店覆盖全省的渠道网络和云书网电商平台，由新华书店向包括本公司所属出版单位在内
的全国范围的出版社采购图书产品或向生产厂家采购文化用品、电子产品等并进行销售。其中，教材教辅主要由河南省新华
书店、教材出版中心、教材教辅出版单位通过政府采购、直供、直销、代销等方式进行销售；一般图书主要通过全国各地新
华书店、国内有影响力的电商平台及其他出版物营销渠道，以批发零售兼营方式进行销售。文化用品、电子产品及其他产品，
主要依据市场需求和电商平台数据分析开展经营活动。
3.印刷业务：根据客户需求，由本公司提供纸张或客户自己采购纸张，按客户订单生产（如教材 教辅、报纸、期刊、
一般印刷物等），并按照合同直接向客户销售。
4.印刷物资供应：将教材用纸或社会用纸等印刷物资通过招标方式采购或从市场采购，并按照合同直接向客户销售。
5.媒体：一是本公司所属出版单位编辑出版的期刊主要包括社会科学和教育辅导两大类：社会科学类如《寻根》《名人
传记》《青少年书法》等，主要经营模式为期刊发行和广告；教育辅导类，如《作文》《作文指导报》，主要经营模式为产
品发行。二是中国教育出版网、完美手工网等新媒体业务，主要通过网站平台及移动端提供内容服务。三是通过出版产品品
牌影响力，开展中国手工产业博览会等线下经营活动。
6.数字教育：以出版融合发展（郑州）重点实验室和中国教育出版网为两大支撑的教育综合服务体系初步搭建完成，形
成了大象e教、大象e学、大象e考、海燕e学、伴学365、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等一系列数字教育产品。智慧题库、智能组卷、
考试与教学测评等数字教育服务系统，为构建以大数据为中心，以智慧教育云、智慧校园、智慧课堂为核心组成的教育信息
化整体解决方案奠定坚实基础。商业模式为把产品和系统销售给单个学校或区域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维护、升级、内容更新
等服务。
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公司属于新闻和出版业。行业整体处于平稳增长期。但出版及发行属于弱周期行业，特别是
占比较大的教材教辅多年来保持较平稳的增长。一般图书出版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阅读方式深刻变化影响较大。印刷及印
刷物资供应受出版、发行、环保政策等因素综合影响也比较大。数字教育为近年来新兴产业，发展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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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后

9,498,392,750.50 9,001,120,067.78 9,003,334,240.93

调整后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5.50% 8,174,468,669.68 8,175,963,29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28,554,014.02

734,228,810.13

737,864,935.30

12.29%

693,222,088.24

693,929,57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773,055,889.52

717,716,182.28

721,379,165.97

7.16%

641,566,491.84

642,223,9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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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05,307,016.18

717,699,177.60

720,021,085.08

11.84%

837,811,392.64

840,276,02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1

0.72

0.72

12.50%

0.68

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1

0.72

0.72

12.50%

0.68

0.68

10.37%

9.86%

9.90%

0.47%

9.97%

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调整前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调整后

2017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2,322,016,129.87 11,521,931,938.00 11,527,620,089.19

6.89% 10,965,194,695.51 10,989,535,515.87

8,275,859,911.28 7,704,901,706.86 7,702,318,589.75

7.45% 7,184,545,660.74 7,208,326,418.4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694,813,717.60

2,457,972,345.43

1,978,678,384.60

3,366,928,30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529,803.65

275,567,611.29

165,980,853.03

297,475,74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140,578.21

258,114,065.55

158,565,554.52

270,235,691.24

-311,169,843.18

236,085,325.63

-67,752,406.59

948,143,94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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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9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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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中原出版传媒－国泰君安证券－18 中原 EB
境内非国有法人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62.96%

644,231,684

14.17%

145,000,000

2.20%

22,479,616

质押或冻结情
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
数量
状态
356,05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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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96%

20,072,059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11,210,9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1%

8,319,35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37%

3,802,37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
其他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28%

2,897,325

刘秀杰

境内自然人

0.22%

2,300,000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2%

2,286,621

1.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公司 789,231,684 股（其中 145,000,000 股登记在“中原
出版传媒－国泰君安证券－18 中原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中）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未知是否存在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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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刘秀杰是利用信用账户购买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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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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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统出版行业总体进入发展瓶颈期且增速趋缓，转型升级尚未形成有效突破、行业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
生产经营成本上涨、行业竞争加剧等诸多不利因素，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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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主线，以稳中求进为基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从严治党为保障，凝心聚力，拼搏进取，出版主业提质增效、主阵
地和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彰显、创新经营亮点纷呈、融合发展深度推进、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的发展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
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4.98亿元，同比增长5.50%；实现营业利润8.52亿元，同比增长10.7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8.29亿元，同比增长12.29%，基本每股收益0.81元，同比增长12.29%。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23.22亿
元，同比增长6.89%，净资产为83.33亿元，同比增长7.45%，公司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
（一）坚持聚焦出版主业，内容生产行稳致远。一是《出版出彩计划纲要》扎实推进。《共和国日记（1950-1959）》
等9种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数量较上届翻一番；《边将》入选“2018中国好书”；《中国三十
大发明》入选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出版项目”；《外婆家的马》荣获第六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8个出版
项目获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11个出版项目获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6种图书首次入选201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
广计划”；6个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三十六声枪响》入选2019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
工程”；“给青少年讲红色纪念馆的故事”丛书、《歌声里的中国》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规划。二是“对
标对表、晋档升位”行动计划初见成效。根据开卷监测数据，报告期内，公司在全国综合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占有率为1.24%，
同比提升0.85个百分点；公司所属10家出版单位出版的7441种图书中，销量大于3万册的图书1533种，较2018年的974种增加
559种，增幅为57.3%；11种图书荣获河南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三是文化“走出去”步伐更加稳健。首次
代表国家承办科伦坡国际书展中国展台，中原传媒斯里兰卡联合编辑部、巴基斯坦联合编辑部正式挂牌运营；全年向海外地
区输出版权322个品种，较2018年增长50%；引进图书版权86种，较2018年增长353%。四是教育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高质量完成2019年度中小学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政治任务；全面实施非评议教辅分类管理及推荐目录审核制度，2019
秋非评议教辅发行码洋较2018秋增长18%。
（二）持续强化渠道建设，文化主阵地作用有效彰显。一是公司坚持党的思想文化传播优先、主旋律图书发行优先原
则，出色完成了各类政治理论出版物发行任务，多种图书的发行总量均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发行370.55万册，全国排名第三；《习近平在正定》发行8.76万册，全国排名第六；《第五批全国
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发行7.7万套，全国排名第九。二是电商物流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全年云书网电商线上线下实现销售16.77
亿元，同比增长9.84亿元，增幅142%；新华快的业务总量达到3010.42万件，同比增幅133.4%，营业收入突破2000万元。三
是优化网点布局结构，持续推动渠道加压赋能。公司秉持“提升一家书店，点亮一座城市”的文化情怀，持续推动渠道建设。
信阳中心书城、许昌建安书城、焦作图书大厦等10多家卖场完成升级改造；一大批颜值高、人气旺、效益佳的校园书店、社
区书店成为城市最靓丽的风景线。四是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最美读书声”全民阅读活动以庆祝新中国70
周年华诞为主线，立足百姓文化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抖音、快手等超高流量互联网平台，围绕“读书、
讲书、荐书、展书、写书”，开展线上线下各类活动3万余场，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良好的阅读体验和增值服务，推动全年新增
注册用户335万人，累计用户达到545万人；新上线场馆5796个，同比增幅55.46%；新上线文化活动35991个，同比增幅67.7%；
平台浏览量超1亿人次，单场活动观众最高达190万人次。
（三）持续推动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取得新成绩。一是公司中教通智慧课堂、中国手工创意产业数字服务平台、大象
考试与教学测评服务系统等3个融合出版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二是在2019年中国
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公司分别荣获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数字出版模式、新技术应用、融合发展奖。三是国家出版融合发展
（郑州）重点实验室ADP5 V2.6平台已覆盖近100万用户并开始形成业务收入，仅大象考试与教学测评服务系统就实现营业
收入近400万元；中国教育出版网实现营业收入3600万元；美钥码项目建设也在按计划稳步实施；科技社“玩美手工”品牌效
应显现，资源开始主动集聚；海燕社“海燕e学”微课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号用户已达65万人；美术社“i美术融媒体数字出版工
程”完成上线，成为用户学习交流书法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四是IP孵化项目扎实推进。17个IP孵化项目有序推进，其中4个荣
获2019年河南省高成长服务专项引导资金扶持。
（四）持续创新经营模式，发展动能进一步激发。一是“考试与教学测评服务系统”市场化应用卓有成效。先后完成“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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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普通高中毕业班高考适应性测试”“大象联考 2020年河南省普通高中高考质量测评”等多项考试服务，服务考生约55
万人。在联考市场形成了更好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口碑。目前，山东教育出版社在购买引进大象智慧题库内容资源同时，还
达成精准测评方面的深度合作意向；江西教育出版社引进大象考试测评系统，组织实施了“2019年江西省普通高中毕业班高
考适应性测试”；云南出版集团在推动高中联考项目落地云南的基础上，还委托教育视频内容资源加工，以采购或联合运营
的模式深化合作。二是基于手工类图书出版基础，搭建的中国手工创意产业数字服务平台，初步形成了集手工艺术培训、休
闲体验、研学实践于一体的专业手工文化创意服务能力，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805万元，开辟了传统出版转型升级、融合发
展的新路。三是“中原云印”平台建设加速推进，有力推动了印刷资源整合、产业链优化和信息化建设。2019年平台共接收订
单7105份，印数15139万册，实现销售收入15,899万元，资源整合成效显著，河南新华印刷集团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为“全
国印刷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北京市22家“出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重点保障企业”，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云书网电商平台扩展商品品类、挖潜拳头产品、有效获取第八代五粮液、伊利奶制
品等名优产品全省代理权，不断升级购物体验，增加客户黏性，带动销售、平台影响力全面提升。五是产业园项目建设有序
推进。中原数字印刷产业园项目已如期完成向河南省文资办项目备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招
标；中原数字出版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规划论证。
（五）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管控，企业治理能力显著提升。一是企业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2019年公司重新修订了
审计委员会、发展与战略委员会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完善了人力人事、财务资产、高质量发展等多项制度，企业
管控体系更加严密，内部控制更加有效。二是持续优化完善财务派驻、审计监督全覆盖等企业治理机制，为企业精细管理、
精准治理奠定了机制保障和基础支撑。三是精准治理取得明显成效。针对经营活动中存在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开展以
治亏损、治应收账款、治库存为重点的 “五治同行”，通过强化精细管理、精准治理，有效提升了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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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图书

2,000,652,580.38

620,159,356.26

31.00%

15.98%

17.27%

0.34%

发行图书

5,658,030,341.60 1,864,186,231.00

32.95%

9.18%

16.19%

1.99%

发行其他

1,336,391,291.58

45,528,350.49

3.41%

51.66%

-57.81%

-8.84%

纸张、纸浆

2,197,050,207.74

74,370,978.14

3.39%

-16.42%

19.0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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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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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 《关于修订印发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货币资金

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3,685,377,631.51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91,573,328.76 应收票据

其他应收款

应收账款
151,732,485.47 其他应收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99,608,011.59
46,068,347.31
945,504,981.45
137,502,105.39

2,204,459,882.29 应付票据

201,907,896.11

应付账款

2,002,551,986.18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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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
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
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46,068,347.31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46,068,347.3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615,943,022.43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15,943,022.43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
615,943,022.43
入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615,943,022.43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615,943,022.43
应收款项融资
从应收票据转入
46,068,347.31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46,068,347.31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
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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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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2月24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北京文华金典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的请示》（北汇印
[2019]20号），同意北京汇林印务收购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文华金典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价款为
543.01万元。北京文华金典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22日，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内。

董事长：郭元军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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