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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年度财务等重大信息 

一、年度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英文名称：Shanxi Sanjin Press Media Group Co.,Ltd 

缩写：SPMG 

法定代表人：赵学文 

股东名称：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柳巷南路云路街 2号  

办公地址：太原市柳巷南路云路街 2号   

邮政编码：030000 

网    址： www.sanjinmedia.com 

经营范围：广告的制作、代理、发布；图文设计及制作；计算机

软硬件的开发与销售；会议会展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动漫设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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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其前身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报刊中心，经济业

务实行独立核算，下属 18 个独立核算单位。合并范围有 18 个单位，

分别为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学习报》社有限责任

公司、《当代金融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名作欣赏》杂志社有

限责任公司、《新作文》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文化产业》杂志社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与管理》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教育》杂志

社有限责任公司、《政府法制》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外童话故

事》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新课程》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新晋

商》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画报社有限责任公司、《编辑之友》

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太原中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唐晋华章科

贸有限公司、山西同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老友导报》社有限责任

公司。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审计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项    目 年初余额(万元) 期末余额(万元) 变动比率 

资产总额 7719.85 8925.3 15.61% 

    应收账款 1617.69 1908.56 17.98% 

  其他应收款 1548.48 1629.09 5.21% 

   存货 1266.65 1717.23 35.57% 

   固定资产净值 240.52 206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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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2218.38 2981.56 34.40% 

    应付账款 455.03 587.64 29.14% 

  其他应付款 1246.72 1292.15 3.64% 

    应交税费 2.2 150.87 6757.73% 

所有者权益 5501.47 5943.74 8.04% 

    

 项  目 累计完成（万元） 去年同期（万元）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7799.3 6578.36 18.56% 

销售费用 2015.79 1718.56 17.30% 

管理费用 1853.04 1761.24 5.21% 

财务费用 12.06 14.45 -16.54% 

利润总额 451.11 453.34 -0.49% 

净利润 442.27 449.07 -1.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43.56 451.97 -1.86% 

 

（三）股东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号 住所 
出资方

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

额（万元） 

比例

（%） 

出资时

间 

山西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91140000794228014H 

太原市迎泽

大街新南一

条 9 号 

货币 1000 1000 100 2012.12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年度，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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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和年度薪酬情况、员工

收入水平 

1.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

龄 现任职务 任现职时间 实发薪酬 

1 赵学文 男 55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13.11.28 23.42 

2 李永明 男 45 董事、副总经理 2012.12.19 17.89 

3 王中峰 女 50 副总经理 2016.5.5 16.07 

4 裴建平 男 44 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2017.8.9 15.6 

5 李玉忠 男 53 董事、副总经理 2012. 8.14 0 

6 苗俊青 男 42 副总经理 2017. 1.20 12.35 

7 席小强 男 45 董事、副总经理 2012. 8.14 5.95 

8 张梅霞 女 49 董事、副总经理 2012. 8.14 7.55 

9 王建新 男 50 副总经理 2012. 8.14 4.55 

10 赵梅生 男 54 董事、副总经理 2012. 8.14 9.14 

 

2.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员工收入水平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2018 年平均职工人数 422 人，应发薪酬

总额 23,426,012.81 元，实际发放薪酬总额 22,902,794.48 元，人均

应发工资 4625.99元/月，实发工资 4522.67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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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会报告摘要 

 

1.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我单位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把握政策机遇，紧密围绕年度财

务预算，制定经营计划，优化产业结构，有效推进各板块建设，深化

改革，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各业务板块的稳定运营，经营业绩

呈现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99.30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451.11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3.56万元。 

（1）企业主营业务范围及经营规模、行业分布情况分析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的 18 家单位主营业务范围：报刊的编辑、

出版、发行；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的销售；设计、制作和发

布广告业务，生产经营企业的发展规划及管理，文化产业策划咨询；

版权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及会展业务；影视策划和制作等。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经营的报刊品种达到了 14 种，涉及的领

域较多，有经济资讯类、教育教辅类、人文社科类。经济资讯板块包

括《山西画报》《政府法制》《文化产业》《新晋商》《当代金融家》《销

售与管理》；教育教辅板块包括《学习报》《新课程》《新作文》《教育》；

人文社科板块包括《编辑之友》《名作欣赏》《中外童话故事》《老友

导报》；均属于新闻出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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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营业收入为 7799.30 万元，其中经济资讯板块营业收入

1682.83万元，教育教辅板块营业收入 4919.63 万元，人文社科板块

营业收入 1058.61万元，其他经营板块营业收入 138.23万元。 

（2）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

额为 8925.30 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1205.13 万元，增幅为

15.61%。本年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 82.93%，比上年流动资产增加了

1218.07万元。本年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 17.07%，比上年非流动资

产减少了12.94万元。负债总额为2981.24万元，比上年增加了762.86

万元，增幅为 4.67%。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5943.74 万元，比上年增加

了 442.27 万元，增幅为 8.04%，主要为未分配利润本年比上年增加

了 443.56 万元，是因为今年净利润增加造成的。 

 

2.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未来，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坚

持以主业为主，多元协调发展，经济基础进一步夯实。推进管理创新

和文化治企，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企业文化独具特色。坚持改革调整

与民生工程并重，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员工生活和谐稳定。  

 

（七）年度内重大事件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利润分配情况：2018 年度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旗下子公司对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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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行了利润分配，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确认投资收益 242 万

元，利润分配单位分别为：《学习报》30 万元、《政府法制》10万元、

《山西画报》10万元、《新作文》11 万元、《名作欣赏》11万元、《新

课程》21 万元、《教育》34 万元、《中外童话故事》10 万元、《当代

金融家》55 万元、《新晋商》20 万元、《销售与管理》30 万元，共计

242 万元。 

2018年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有两个下属单位注销，分别为山西

画报图片社、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报刊中心。 

除此之外，我单位没有重大经营决策，没有重大产权变动，没有

重大改制改组情况，没有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没有重大未决诉

讼，没有会计政策变更、没有金融衍生业务等方面事件。 

 

（八） 本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全年预算营业收入

6800万元，利润 400 万元。 

 

（九）上一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2017 年全年预算营业收入 4500 万元，利

润 400 万元。2017年实现收入 6578.36 万元，完成预算 146.19%；实

现利润 453.34 万元，完成预算 1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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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审计报告摘要 

2019年年初，我们单位聘请了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山西分所对山西三晋报刊集团所属 18 个成员单位的 2018 年

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合并报表的报告号为晋立信中联财审[2019]0106

号，签字会计师姓名为张媛媛、连静。 

 

（十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1.经济责任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在经营过程中遵纪守法、依法纳税，保证

企业财产、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重要投资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情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的真实、合法。 

2.安全责任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安全生产制度和组织机构健全，安全责任

人明确，重视安全工作日常监督管理，每年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安全培

训，并开展两次安全大检查，切实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充分

履行企业应承担的安全责任。 

3.创新责任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始终以“立足报刊主业，推进融合发展，

打造新型报刊传媒集团”为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产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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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业态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依托纸质媒体和报刊品牌优势，通

过不断引进新技术、新平台等，推进数字出版、媒体融合、转型项目

等逐渐向纵深发展。 

4.环境责任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下属刊物属于绿色出版，无论办公还是出

版都采用环保的再生纸，其他办公设备的采购和使用也都严格遵守节

能降耗的有关要求，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污染物排放。 

5.企业责任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下属 15种刊物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员工素质高，均为各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集团各报刊社工作

有严格的考核程序；劳动保障方面，集团遵循国家相关劳动规定，不

存在违规情况；集团注重员工的培训与成长，经常进行相关专业的培

训；薪酬福利符合山西省和太原市的相关规定。企业纳税完备，没有

违反相关税法的情况。集团注重社会责任，在扶贫救灾方面，无论宣

传报道还是捐款捐物，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 

6.廉政建设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始终与中央、

省委、出版集团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在具体工作中严格贯彻落实“三

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持续开展警示教育、自查整改等工作，党员

干部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规矩，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

氛围不断浓厚。 

7.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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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在充分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于 2019 年开

始实施“一四三”发展规划，即围绕“立足报刊主业，推进融合发展，

打造新型报刊传媒集团”一个核心，依托“优质内容，品牌活动，数

字出版，转型项目”四个支撑，深入实施三年发展规划。未来，山西

三晋报刊传媒集团的业务结构将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企业管理和发展

模式将不断改革创新，集团转型升级发展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 生产经营情况 

（一） 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2018 年全年预算营业收入 6800 万元，利

润 400 万元。2018年实现收入 7799.30 万元，完成预算 114.70%；实

现利润 451.11 万元，完成预算 100.24%。 

 

（二）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大型系列动漫《叽哩与咕噜》融合发展项目由山西三晋报刊传

媒集团联合山西乐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推广，包括系列动

画片《叽哩与咕噜》，绘本、玩具、立体书、益智拼图等延伸产品，

以及学前教育数字课程资源等。动画片面向 2—6 岁学前儿童，以

小狮子“叽哩”和小鳄鱼“咕噜”为主人公，讲述森林里一群小动

物的成长故事，包括社会、健康、科学、艺术和语言四大系列，在

画面效果、故事设计和内涵主题上，都具有较高的水准。《叽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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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噜》融合发展项目于 2016 年 3 月到 10 月完成前期策划，同年

11 月正式启动制作。其中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为一期工程，计划

制作动画片 46 集，衍生产品开发全面启动。2018 年，一期工程完

满结束，动画片制作已达 73 集，衍生产品（包括绘本、立体书、

AR 拼图等）完成 12 类。       

 

（三）产品销售完成情况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的报刊品种为 14 种，分经济资讯类、教

育教辅类、人文社科类三个板块。经济资讯板块包括《山西画报》《政

府法制》《文化产业》《新晋商》《当代金融家》《销售与管理》；教育

教辅板块包括《学习报》《新课程》《新作文》《教育》；人文社科板块

包括《编辑之友》《名作欣赏》《中外童话故事》《老友导报》。 

 

 

 

 

主要产品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实际 

营业收入 构成% 

资讯板块 
1682.82 21.58% 

教育教辅板块 
4919.63 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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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板块 
1058.61 13.57% 

其他经营板块 
138.23 1.77% 

三晋报刊营业收入 7799.30   

 

（四）环境保护情况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所涉行业不涉及节能降耗、矿山绿化、“三

废”治理、环保设施、污染物排放等环境保护问题。 

 

三、 大额度资金运作情况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2018 年度没有重大投资、融资、资产抵

押、质押及对外担保、对外提供借款、对外捐赠、境外投资等非日常

经营性资金运作等情况。 

 

四、职工权益维护情况 

（一）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履行等劳动法

律、法规执行情况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对通过试用期的员工基本上都签订了用

工合同或者劳务派遣合同，并交纳了五险，除劳务派遣和临时工外，

签订了用工合同的人员都交纳了公积金，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为 100

人左右。我单位没有拖欠社保部门费用的情况。2018 年我社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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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努力实现劳动保障工作的日常化、规范化，

全面完成了劳动保障工作任务。 

2018年没有职工维权的案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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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职称评定办法及程序方面：我单位职称评定办法及程序清晰

明确。一是针对出版类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初级、中级、高级职称，我

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转发的文件后，及时下发到下

属成员单位，认真按照文件上的评审条件和要求，统一组织安排进行

审报工作。其中初级、中级职称统一组织编辑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

报名交费，单位出具编辑工龄证明、汇总报名人员信息（报名表、学

历学位证明），统一上报到新闻出版广电局人事教育处审核；高级职

称是根据文件上的要求，及时通知符合条件的人员，准备审报材料，

统一上报到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人力资源部审核。二是对于通过出版技

术资格的专业初、中、高级职称人员，及时进行职业资格登记和责任

编辑注册。首次登记时统一组织编辑进行网上注册并将职称材料和注

册申请表统一上报给新闻出版广电局人事教育处，通过单位的初审、

新闻出版广电局复审和新闻出版总署终审，领取责任编辑注册证。三

是其他类别职称和资格的评定工作，如经济师、政工师、出版物发行

员，我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在接到相关考务工作通知后，及时下发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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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需要参加考评的人员准备和上报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相关部

门。 

人才培训计划及落实情况：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一向注重人员

培训和人才的成长，每年都会投入经费组织多层次的员工培训。2018

年度，我单位在内部分岗位组织了多次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同时组

织报社领导及骨干员工走出去，参加各类社会培训和职业再教育。 

 

（三）职工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情况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特别注重安全生产工作，制定了《山西三

晋报刊传媒集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晋报集字[2013]38号），并下

发到各成员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是报刊集团

安全生产的组织领导机构，由报刊集团领导和各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报刊集团和各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研究制订安全生产技术措施和劳动保护计划，实施安全生

产检查和监督，调查处理事故等工作。安委会的日常事务由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处理。 

职工卫生保护方面：我单位每年都会组织职工进行体检，对职工

的健康卫生方面特别重视。 

 

五、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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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领导及业务人员严格按照公务用车制度，控制使用、维修

费用，不存在乱发车贴等情况；通讯、业务招待、差旅、国（境）外

考察培训等费用均在预算内，不存在超支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