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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出版社 

2017 年度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开 

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法定代表人：张继红 

注册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办公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邮政编码：030012 

网址：http://www.sjcbs.cn 

电子信箱：sj@sxpmg.com 

经营范围：图书出版、发行（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的未经审批不得经

营）；版权贸易；印刷物资；广告经营。 

简介： 

三晋出版社(原名山西古籍出版社)，成立于 1994 年,是山西省唯一一家古籍类专业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山西古籍出版社更名为三晋出版社。现有在职职工 35

人，下设《山西文华》、文献、文史、美术图书四个编辑部，以及综合办公室、发行部、财务

部。 

    在 20 年的发展中，三晋出版社打造了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并形成老中青结合、以新为

主力的格局，现有古代文学、古代历史、考古、博物馆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9 名，高级职称编

辑 5 名，年轻编辑大都具有编辑职称，可独立编辑图书。近年来青年编辑在全国及集团考试中

屡创佳绩，整体实力居于集团前列。并锻炼了 30 余名社外编审队伍，编辑力量大大加强。 

三晋出版社始终立足于挖掘、整理和出版山西省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出版高品质的传统文

化图书作为出版社的基本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的编辑优势和作者资源优势，逐步发展成为山西

省传统文化的出版重镇。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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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累积完成 

( 万元) 

去年同期 

（万元）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2061.23 1599.45 28.87% 

销售费用 171.01 136.85 24.96% 

管理费用 362.96 383.31 -5.31% 

财务费用 -4.43 -4.60 -3.70% 

利润总额 100.54 205.71 -51.13% 

净利润 100.54 205.71 -51.13% 

 

 

三、股东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资比例：100% 

认缴注册资本：100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100 万元 

出资时间：2007 年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年度我社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变化。 

项目 
年初余额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变动比率 

资产总额 3115.10 3130.48 0.49% 

应收账款    

存货 1246.58 1522.56 22.14% 

固定资产净值 218.77 197.08 -9.91% 

负债总额 654.08 568.92 -13.02% 

应付账款 20.96 12.16 -41.98% 

应交税费 37.66 45.00 19.49% 

所有者权益 2461.02 2561.56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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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 

（一）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现任职务 任现职时间 实 发 薪 酬  

（万元） 

1 张继红 男 57 社长、总编辑 2006年 12月至今 19.54 

2 落馥香 女 54 副总编辑 2007 年 7 月至今 18.19 

3 原晋 男 54 副社长 2010年 12月至今 16.26 

4 莫晓东 女 44 副总编辑 2013年 11月至今 17.08 

 

（二）员工收入水平 

于 2017年 12月 31日，三晋出版社从业人员 31 人，员工年平均收入应发数 12.60 万元，

员工年收入平均实发数 10.42 万元。 

六、董事会报告摘要 

（一）财务基本情况 

 

项  目 集团基本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总收入（万元） 1200 2061.23 1599.5 

利润总额（万元） 200 100.54 205.71  

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总额为 2061.23 万元，完成计划的 171.77 %，比去年同期水平增

长 28.87 %；实现利润 100.54 万元，比去年同期水平减少 105.17 万元。 

1.2017 年度的《山西文华》项目在 9-10 月已付印，结项后，回款将在年底前到账。 

2.2017 年，我社没有开发新的教材教辅，重点对已自主开发或者联合开发的教材教辅进行

推广维护，年底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将有效增加。 

3.图书产品结构在逐步调整过程中，增加精品图书品种数量，减少品质差的协作图书。如，

已经出版的《最善拓本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文华》（2016-2017 年）

等大型丛书会已陆续付印出版，《三晋石刻大全》继续扩大品种。这些图书具有多品种、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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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优势，将推行定点销售，利润可以预见。其他的形成品牌效应的图书板块，如“鉴赏系列”

“香学系列”“名人传记日记”等图书仍在持续长销中。 

4.各种补贴、财政资助、退税，年底也将陆续到账。 

（二）、图书出版方面 

2017 年 1-12 月，我社共申报选题 332 个，使用书号 204 个，共出书 226 种，其中重印再

版书 30 种。 

2017 年，我社获得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 1 项，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

目》，获得资助 14 万元。 

《山西古建筑大系》列入了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 

连环画《介子推》入选 2017 年全国农家书屋书目。 

2017 年我社获 2017 年重点文化项目扶持资金的项目，分别是《两镇三关志》《张颔学术

论文集》《治国理政史鉴》《人说山西文化旅游丛书》《山西戏曲概说》《晋商的开放性精神》《山

西开放史》，共计 87.86 万元。其中前 6 个选题同时列入山西省重点选题计划。截止目前均未

出版，但均已来稿，正在编校当中。 

在集团的推荐下，近年财政专项资助项目《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文物精华》《中国古

戏台》等，均已加快进度。其中 2016 年资助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已完成，并取得良好的

销售成绩，总印数为 300 册，目前已销售 150 册，编号 1 的图书在博古斋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

已 25000 元成交。 

版权输出 2 种：《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中的《楚辞》《墨子》。 

图书获奖情况为： 

《五台山碑文》《侯马盟书》均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关汉卿集》《刻铜》获得中华印制大奖 

《阳光下的蜀葵》获 2017 年赵树理文学奖。 

《画说太原》获 2017 山西省优秀旅游商品评选——山西旅游商品创客大赛铜奖。 

相比之下，2017 年 1—12 月份的选题申报数、书号使用数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选题申

报数减少的原因，一是社里对价值不大或者作者层次较低的选题进行有意识过滤，以保证图书

品质，同时也为编辑缓解工作强度，使编辑有更多精力用于上市图书的编辑出版和选题策划。

二是 2017 年度的“山西文华”项目中，有十几本一套的项目，年初报选题计划时按照一个选

题申报，但在操作过程中改变计划予以每本书用一个书号，因此《山西文华》的选题数量是增

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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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使用数减少的原因，主要原因是我社逐年控制协作图书的数量，二是在选题筛选之后，

将目前无法再本年度完成的项目剔除。 

七、年度内重大事件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一）重大经营决策 

本年度我社无重大经营决策。 

（二）重要人事任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年度我社无重要人事任免。 

（三）重大产权变动 

本年度我社无重大产权变动。 

（四）重大改制改组情况 

本年度我社无重大改制改组。 

（五）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 

本年度我社无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 

（六）重大未决诉讼 

本年度我社无重大未决诉讼。 

（七）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年度我社无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八）利润分配 

项目 金额（万元） 

净利润 100.54  

年初未分配利润 2182.00  

提取盈余公积 00  

其他 00  

年末未分配利润 2282.54  

（九）金融衍生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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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我社未发生金融衍生业务。 

八、2017 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2017 年度预算：收入 1200 万元，利润 200 万元。 

九、2016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度预算：收入 1000 万元，利润 200 万元。 

十、审计报告摘要 

 

审 计 报 告 

晋宝鹏财审（2018）第 0019 号 

山西古籍出版社： 

我们审计了山西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本社”）财务报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

负债表，2017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 

审计意见：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本社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山西宝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鹏飞 

中国注册会计师：史应梅 

中国·太原                            2018 年 1 月 17 日                

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第二部分   生产经营管理 

一、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2061.23 万元，完成计划的 171.77%；实现利润 100.54 万元，完成

计划的 50.27%。2017 年销售收入超额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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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我社本年度无重点项目投资。 

三、产品销售完成情况 

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2061.23 万元，完成计划的 171.77%。 

四、环境保护情况 

本社不涉及节能降耗、矿山绿化、“三废”治理、环保设施、污染物排放等环境保护问题。 

第三部分   大额度资金运作 

一、大额度资金调动和使用情况 

（一）重大投资 

我社本年度无重大投资。 

（二）重大融资 

我社本年度无重大融资。 

（三）资产抵押 

我社本年度无资产抵押。 

（四）质押及对外担保 

我社本年度无质押及对外担保。 

（五）对外提供借款 

我社本年度无对外提供借款。 

二、对外大额度捐赠、赞助 

我社本年度无对外提供大额度捐赠、赞助。 

三、企业境外投资情况 

我社本年度无境外投资。 



 

8 
 

第四部分   职工权益维护 

一、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等劳动法律、法

规的执行情况 

我社跟每一位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改制前的在职员工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通过招

聘考试招来的员工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合同。集体合同是由工会主席代表工会与社长所签订的。 

二、人才引进、职工招聘、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职工培训等人才队伍建设情

况 

我社严格按照出版集团人才引进、职工招聘的制度招聘员工，从 2010 年至今，我社通过

集团统一招聘考试招聘员工 8 人。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中级以下以考代评，凡通过出版专业

职称考试且在编辑岗位工作满 4 年的，经社委会研究决定予以聘用；副高职称以上的评定严格

按照省人社厅职称评定办法执行。每年我社对各类人员的培训活动不断，编辑人员每年参加不

少于 72 小时的继续教育培训，行政、发行、财务人员按各自门类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三、职工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情况 

我社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制定的相关职工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规定及制度，如保障女

职工孕期、产后的假期及待遇，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及自查等工作。 

第五部分   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情况 

一、企业领导人员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维修情况或车贴发放情况；通讯、

业务招待、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等费用的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 

社长公用车辆一辆，目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所开销费用基本为车辆的燃油及日常保养维

护等费用；通讯费、业务招待及差旅费的报销执行情况均按照社里制定的标准执行。 

二、业务人员车辆使用情况或车贴发放情况；通讯、业务招待、差旅、国（境）

外考察培训等费用的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 

业务车辆目前有三辆，其中办公室行政公车一辆、发行储运公车两辆，目前均处于正常使

用状态，所开销费用基本为车辆的燃油及日常保养维护等费用；通讯、业务招待及差旅费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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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执行情况均按照社里制定的标准执行。 

 

 

 

 

 

 

 

                                   三晋出版社（原古籍出版社） 

 

                                   单位负责人： 

                                      

                                        2018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