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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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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出版 60194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禹  

电话 010-58110824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号 

 

电子信箱 zqb@cnpub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257,210,668.99 13,213,321,334.55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659,128,707.44 6,651,277,911.73 0.1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891,193.61 35,847,114.12 -364.71 

营业收入 2,159,165,990.49 2,506,353,201.91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5,924,431.31 231,847,102.51 -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4,683,714.20 177,549,167.88 -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9 3.71 减少0.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85 0.1272 -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85 0.1272 -6.8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3,15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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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6.05 1,385,957,098 1,385,957,098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2.36 43,006,697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其他 1.95 35,537,361 35,537,361 无 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78 14,215,500 0 无 0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其他 0.78 14,215,5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42 7,719,718 0 无 0 

学习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39 7,161,902 0 无 0 

珠海拓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2 4,000,000 0 无 0 

胡小妹 
境内自

然人 
0.19 3,500,000 0 无 0 

范静静 境内自 0.16 2,831,100 0 无 0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守正创新，担负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两个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持生存发展的底

线意识，尽可能的把疫情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1.59 亿元，与上期同比下降 13.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 亿元，与上期

同比下降 6.87%，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32.57 亿元，较期初增长 0.33%；净资产 77.27 亿元，较

期初增长 0.1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6.59 亿元，较期初增长 0.12%。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坚持生产抗“疫”两手抓、两不误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爆发初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的一定的影响。公司

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积

极采取行动，对相关工作作出周密部署，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统筹好疫情防

控和企业经营。并于 2 月下旬起，公司通过线上指导、远程办公、在线经营等方式，各业务版块

陆续进入复工复产阶段。随着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生产秩序现已全面恢复，将疫情的不

利影响控制在了最小程度。 

2、发挥专业优势，强化出版主业 

公司认真落实选题论证制、抓好重大选题备案、三审三校等制度。积极主动调整生产计划，



强调精品战略，调整选题结构和生产节奏，致力于打造精品图书。报告期内，出版图书 8575 种，

同比减少 1818 种。其中《庄子的世界》《人类的终极问题》《地图简史》3 种图书入选 2019 年度

中国好书；《中国诗学史》等 22 种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习近平扶贫故事》等 8 种入选 2020

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发布三期中版好书榜，推介公司重点图书 78 种，涵盖了主题

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少儿教育四个大类，包含非虚构、类型小说等多种题材，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历史、医学、教育等多个领域，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根据开卷报告显示，2020 年

1-6 月，公司在图书零售市场上占有率为 6.99%，市场排名第一，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3、把握正确导向，做好主题出版 

公司始终坚持正确导向，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树立正确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英雄精神。策划推出了《新中

国 70 年》《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五城记——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梦》《中国经济发展

的世界意义》《本色英雄张富清》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出版精品。同时紧扣“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等重大主题，推出《中国减贫奇迹怎样炼成》（上下册）《悬崖村》等主题图书，为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开创新局面贡献新作为。 

4、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 4·23“世界读书日”，策划实施了“中版阅读月”、“人文好书联展”、“涵芬

读书月”等一系列活动，唤醒大众的阅读热情，用知识和情怀筑起抗疫战斗堡垒，实现身体和内心

的“双复工”。在疫情期间，公司始终坚持出版抗“疫”，落实“出版国家队”责任，旗下《三联生活周

刊》记者第一时间赶赴武汉疫情现场，用真实、及时的一线报道，及时传递正能量；并启动应急

出版模式，以专业服务战“疫”，策划出版了一批涵盖科普、防护知识、心理调适等领域的出版物。

同时通过提供免费电子书、有声书；发布《上班防疫指南》；组织抗击疫情美术作品等方式积极支

持抗“疫”工作。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5、发力线上销售，创新营销模式 

受疫情影响，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及相关的商业模式不断变化，线上营销已进入常态化。公司

所属各出版单位根据自身品牌和产品特点，优化营销人员结构，大力开发线上销售渠道，创新营

销模式。通过组织网络直播、云讲堂、文学朗诵会、网络音乐微课教学展示活动等方式积极探索

新媒体营销手段。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组织了百余场直播活动，从社

领导到编辑部主任、编辑都参与到各类直播活动中，积极推介重点图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6、优化库存结构，控制成本费用 



报告期内，利用多种手段以灵活的方式积极调控和优化库存结构，对于滞销品种，加大力度

推进流动性，多渠道、多手段消化不良库存，完善库存管控数据统计体系，提高库存周转率。疫

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业务拓展，公司着力“开源”的同时，尽力“节流”，提高必需支出

的生产成本费用的有效性。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 1.89 亿元，同比下降 17.04%，管理费用为

3.30 亿元，同比下降 3.92%。有效的控制了生产成本和各项费用。 

7、实施稳定的投资者回报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 2019 年度的利润分配实施方案，并于 8 月 6 日以公司总股本

1,822,5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1,410,000.00

元。全体股东共同分享了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负债：    

预收款项 690,721,391.86 -671,404,230.45 19,317,161.41 

合同负债  647,663,759.78 647,663,759.78 

其他流动负债  23,740,470.67 23,740,470.67 

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

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