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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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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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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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丹军

季琼、张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2 座 10 层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2 座 10 层

电话

010-84156171

010-84156171

电子信箱

IR@citicpub.com

IR@citicpub.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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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0,894,872.46

895,940,390.38

-1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007,280.66

130,441,030.02

-2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7,991,239.52

124,077,290.29

-2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630,436.56

83,618,734.44

-7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91

-4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91

-4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0%

14.21%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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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789,142,640.15

2,702,346,379.50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6,983,134.06

1,704,130,790.65

1.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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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70%

119,225,000

119,225,000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0%

20,536,364

20,536,36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其他
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3%

5,571,765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1.66%

3,160,969

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其他
金 17011 组合

1.56%

2,971,386

0

北京润信鼎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

2,852,272

2,852,27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
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其他
基金

0.74%

1,405,94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0.58%

1,099,852

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0.55%

1,050,057

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其他
金四二零组合

0.50%

955,69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前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无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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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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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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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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含子公司，下同）实现营业收入80,089.49万元，同比下降10.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200.73万元，同比下降21.80%。一季度疫情严重影响下，公司坚决落实统筹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急速部
署，逆行而上，高效执行，快速恢复生产能力和物流系统，加快了线上迁移步伐，4月起各项指标全面提升，二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47,892.17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81.08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增长6.00%。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78,914.26万元，较期初增长3.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72,698.31万元，较期初增
长1.34%。
1、服务大局，引导市场，社会效益显著
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快速调整出版计划，推出有针对性的、高品质的图书作品，以回应时代、
回应现实，发挥知识和人文的力量，积极引导社会公众积极进取、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战胜困难。公司上半年获得部委、
行业、媒体奖项共计46个，其中部委重要奖项4个，包括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中国好书项目
等。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加大本土原创选题的研发，组织出版多位具有影响力作者的专著，完成版权输出项目122种。
2、大众图书出版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少儿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根据开卷行业市场数据统计，上半年图书行业市场下行的压力下，公司图书码洋市场占有率2.94%，相比去年同期2.51%
大幅提升。在图书市场整体新书品种下降27.74%的不利环境下，公司主抓出版品质和线上宣发，行业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报告期内经管类图书市场占有率从去年同期的14.41%提升到17.31%，持续领跑市场；社科类图书市场占有率提高了1.36%，
继续保持第一位；生活休闲类图书的市场占有率从去年同期的5.16%提升到7.86%，排名提升至市场第一位；科技类排名上升
了5位，艺术类排名上升了7位。
少儿类图书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开发策划了《我要去故宫》《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等多个中国文化IP系列，取得原创
突破，
《小熊很忙》等高品质童书获得市场赞誉，上半年实销码洋同比增长29%，市场占有率从去年同期的1.89%提升到2.56%，
市场排名前进了5位，位居少儿图书市场第六，在少儿绘本和科普百科领域优势明显。
3、线上业务增长迅速，销售全面向线上迁移
公司构建了电商平台、社群、直播、视频号、异业合作等线上销售矩阵，快速反应，联合运营效果显著，报告期内自营
线上销售同比增长达到40%，尤其是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小店实现了9倍销售增幅，成为重要销售渠道。线上销售增长有效填补
了疫情对线下销售的影响，上半年图书出版线上销售占比88%，提升了公司疫情下的抗风险能力。
4、加快出版人共享平台建设
为进一步改革出版业务体系，公司搭建面向出版行业的出版人共享平台，吸引中小出版机构和策划人，通过开放公司版
权、策划、渠道和内容营销能力，聚合行业外部资源，为行业共生发展赋能。公司已和几十家机构和出版人洽谈合作意向，
平台系统已进入测试阶段，开发了六个领域的30门出版人培训课程体系。
5、持续布局数字阅读和知识MCN业务
公司继续布局数字业务，组建数字内容与数字营销相融合的新媒体事业部。新构建的MCN矩阵实现整体覆盖用户609.76
万，其中图文媒体用户64.96万，视频媒体用户544.8万；内容曝光量总计32.1亿次；公司策划的音视频数字产品实现收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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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600万元，成为数字销售的新增长点；以中信书院为数字业务核心抓手，做好流量入口，报告期内新增用户近百万，实现
自我平台蓄势。
6、继续优化书店布局，向供应链和品牌运营转型
上半年，由于疫情的爆发及北京地区第二波疫情的反复，实体书店业务受到较大冲击。面对疫情影响，公司加大门店结
构调整力度，充分发挥选品和内容策划能力，利用线上店铺营销优势，持续推出线上线下结合的特色文化活动，加快布局供
应链能力建设，向轻资产运营模式转型。书店零售积极向线上迁移，报告期内书店线上销售同比增长16%，对冲疫情对实体
书店的不利影响。截至6月底，中信书店实体店复产率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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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斌
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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