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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等重大信息 

 

第一节  年度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  简称：希望出版社 

英文名称：Hope Publishing House.  缩写：HPH 

法定代表人：孟绍勇 

股东名称：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迎泽区建设南路 15号 

办公地址：太原市迎泽区建设南路 15号  邮政编码：030012 

网址：www.xwcbs.cn 

经营范围：青少年、儿童文学、科技、文化教育、低幼儿美术图

书的出版；组织文化交流；企业形象策划；纸张、工艺美术品的销售；

会议接待服务。 

简介： 

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名希望出版社，于 1984年 12月根据文化

部文出字（84）第 2039 号文件批准成立，现隶属于山西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性质属国有企业。注册资金为伍仟万元整。希

望出版社是山西省唯一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出版范围以少儿类图书

为主，涉及教育、文学、科普、低幼、文史、艺术等多个板块。多年

来，希望出版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牢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绩。 

近几年来，希望出版社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大奖——《流动的花朵》

《乍放的玫瑰》和《少年的荣耀》荣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一诺的家风》获第七

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一诺的家风》《老土豆》两种图书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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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中宣部 2017 年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是唯一一家有两种图书

入选的出版社；《玩具论》荣获第二届出版政府奖；“中国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评传丛书”和“中国风·儿童文学名作绘本书系”分别荣获

第三届和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及提名奖；《讲给孩子的中国

大自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讲给孩子的中国科学》

《讲给孩子的世界科学》《流动的花朵》《心灵成长快车》等图书入

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再见》《花瓣狗》《等你来》

《29 幅年画》《老土豆》等多种图书入选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

秀图书目录。50 余种图书输出至英国、法国、约旦、韩国、马来西

亚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2018 年，希望出版社被评为“中国

版权最具影响力企业”，2020年，被评为全国版权示范单位。 

经过几年努力，希望出版社出版形成以两教为基础，以主题出版

为引领，以少儿文学为重点，以知识、低幼为支撑的产品结构。当前，

希望出版社正加快发展步伐，本着传承文明、服务教育、助力成长、

播种希望的出版理念，坚持正确导向第一，国家使命第一，文化影响

第一，产品质量第一，以精品图书打造出版影响力，以工匠精神凝聚

作者附着力，以优质服务培育市场向心力，高质高效，守正创新，努

力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资产状况： 

项目 

调整内部

银行后年

初数 

调整内部

银行后期

末数 

增减额 增减比率 
占总资

产比例 

  货币资金 8,468.18 9,762.90 1,294.72 15.29% 54.57% 

  应收账款 2,577.49 2,172.85 -404.64 -15.70% 12.15% 

  预付款项 194.13   -194.13 -100.00% 0.00% 

  其他应收款 379.77 320.88 -58.88 -15.51% 1.79% 

  存货 2,692.01 3,159.94 467.93 17.38% 17.66% 

      其中：库存商品 2,422.81 1,327.20 -1,095.61 -45.22% 7.42% 

  其他流动资产 298.49 152.54 -145.95 -48.90% 0.85% 

流动资产合计 14,610.07 15,569.12 959.04 6.56% 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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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126.98 123.56 -3.42 -2.69% 0.69% 

  固定资产原价 2,828.25 2,769.86 -58.39 -2.06% 15.48% 

    减：累计折旧 851.68 819.53 -32.15 -3.77% 4.58% 

  固定资产净值 1,976.57 1,950.33 -26.24 -1.33% 10.90% 

  无形资产 4.59 93.75 89.17 1943.99% 0.52% 

  长期待摊费用（递延资产） 154.87 153.83 -1.05 -0.68% 0.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63.01 2,321.47 58.46 2.58% 12.98% 

资产总计 16,873.08 17,890.58 1,017.50 6.03% 100.00% 

备注：本年期初内部银行 8,284.20 万元，期末内部银行 9,657.42 万元，本表已调整相应金

额，调减其他应收款余额，调增货币资金余额。 

2．负债状况： 

项目 年初数 期末数 增减额 增减比率 
占总负

债比例 

  应付账款 1,547.91 308.17 -1,239.74 -80.09% 17.81% 

  预收款项 223.12 284.41 61.29 27.47% 16.44% 

  应付职工薪酬       0.00% 0.00% 

    其中：应付工资       0.00% 0.00% 

          应付福利费       0.00% 0.00% 

  应交税费 0.68 0.82 0.14 21.20% 0.05% 

    其中：应交税金 0.68 0.82 0.14 20.25% 0.05% 

  应付利息       0.00% 0.00% 

  应付股利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81.62 1,136.71 1,055.09 1292.66% 65.70% 

流动负债合计 1,853.33 1,730.12 -123.21 -6.65% 100.00% 

  长期借款       0.00% 0.00% 

  应付债券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0.00% 0.00% 

  专项应付款       0.00% 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负 债 合 计 1,853.33 1,730.12 -123.21 -6.65% 100.00% 

3．所有者权益状况： 

项目 年初数 期末数 增减额 增减比率 
占总负

债比例 

  实收资本（股本） 5,000.00 5,000.00   0.00% 30.94% 

    国家资本 5,000.00 5,000.00   0.00% 30.94% 

    集体资本       0.00% 0.00% 

    法人资本       0.00% 0.00% 

      其中：国有法人资本       0.00% 0.00% 

           集体法人资本       0.00% 0.00% 

  资本公积 40 489.21 449.21 1123.0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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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2,002.81 2,264.59 261.77 13.07% 14.01% 

    其中：法定公积金 2,002.81 2,264.59 261.77 13.07% 14.01% 

          任意公积金       0.00% 0.00% 

  未分配利润 7,976.93 8,406.67 429.74 5.39% 52.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019.7

5 

16,160.4

7 
1,140.72 7.59% 100.00% 

4、损益表状况 

损益表项目 
本 年 累 

计 

上 年 同 

期 
增减额 增减比率 

一、营业总收入 12,610.45 12,225.46 384.98 3.15% 

      其中：营业收入 12,610.45 12,225.46 384.98 3.1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2,525.67 12,085.06 440.61 3.65% 

              其他业务收入 84.78 140.4 -55.63 -39.62% 

二、营业总成本 10,481.86 10,142.64 339.22 3.34% 

      其中：营业成本 9,000.36 8,382.29 618.08 7.37%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8,999.58 8,382.29 617.3 7.36% 

              其他业务成本 0.78   0.78 100.00% 

      营业销售税金及附加 38.74 44.5 -5.76 -12.95% 

      销售费用 640.89 667.81 -26.92 -4.03% 

      管理费用 894.31 1,042.16 -147.84 -14.19% 

      其中：业务招待费 2.92 3.8 -0.88 -23.06% 

            研究与开发费       0.00% 

      财务费用 -23.03 -14.73 -8.3 56.34% 

      其中：利息支出       0.00% 

            利息收入 24.06 15.62 8.44 54.03% 

            汇兑净损失       0.00% 

      资产减值损失 -69.41 20.62 -90.03 -436.65% 

      其他       0.00%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投资收益 -3.42 -58.1 54.69 -94.12% 

    其他收益 506.98 553.25 -46.28 -8.36% 

三、营业利润） 2,632.14 2,577.97 54.18 2.10% 

加：营业外收入   3.57 -3.57 -100.00% 

  其中：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利得   3.57 -3.57 -10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0.00% 

        政府补助（补贴收入）       0.00% 

        债务重组利得       0.00% 

减：营业外支出 14.42 11.83 2.6 21.9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4.71   4.71 10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0.00% 

        债务重组损失       0.00% 

四、利润总额 2,617.72 2,569.71 48.01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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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费用       0.00%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0.00% 

五、净利润 2,617.72 2,569.71 48.01 1.87% 

    减：*少数股东损益       0.00% 

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17.72 2,569.71 48.01 1.87% 

三、股东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比例：100% 

认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 

出资方式：实收资本作为注册资本。 

出资时间：2006年 2000万元、2019年转增实收资本 3,000万元。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山西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报告期内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无变化。 

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

龄 
现任职务 任现职时间 

2020 年实发薪

酬（万元） 
备注 

1 孟绍勇 男 46 社长 2016 年 9月 32.33  

2 王琦 女 48 总编辑 2020 年 4月 29.09  

3 郭向华 女 47 副书记 2020 年 6月 21.15  

4 傅晓明 男 42 副总编 2020 年 6月 21.38  

5 李林 男 51 副社长 2020年11月 1.32 2020 年 11 月调入 

（二）员工收入情况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希望出版社拥有正式员 55工人，全年

平均员工人数为 52 人。员工(不含社领导)年平均应发薪酬 15.37 万

元，平均实发薪酬 12.28万元。 

六、董事会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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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希

望出版社紧紧围绕贾新田董事长在集团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围绕集团“12344”战略发展思路，坚持“提质增效 守正创新”的工

作总基调，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是经济效益持续提升：2020 年集团对我社下达的营业总收入

合格指标为 1.2 亿元，我社实际完成 1.26 亿元，完成了合格任务指

标的 105.08%。2020 年集团对我社下达的利润总额合格指标为 1900

万元，优秀指标 2100万元，我社实际完成 2,617.76万元，超额完成

了优秀指标，完成了合格指标的 138%、优秀指标的 125%。 

二是社会效益再创佳绩：我社图书 2020年共获国家级奖项 3项，

省部级以上奖项 8项，上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华读书报》

等多个重要榜单，其中《一诺的家风》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

书奖；《熊赳赳遨游祖国大地》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活动项目；

《春天不会迟到——抗疫童诗集》入选 2020 中国出版协会儿童阅读

好书榜；《去过一百万座城市的猫》入选 2019年度中国童书榜；《坐

上秋天的火车》获冰心儿童图书奖；两种图书获山西省第十二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小镇的秘密·梦想家”获“赵

树理文学奖”；《开心机器人》获“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年度中长

篇小说银奖；《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获第七届上海好童书；《小城

流年》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5-6月优秀畅销书排行榜；《像

植物一样幸福》入选《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童书。 

此外，我社被评为“全国版权示范单位”；连续 8年被评为省直

文明单位标兵单位；获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20 全国书业抗疫“逆

行勇进·社会责任先进单位”；获“木铎杯”第二届全国出版编校网

络大赛“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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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央视读书频道推荐了我社图书中国

精神·我们的故事·《好大一个家》，这是央视近年来第 4次报道、

推荐我社图书。在光明网、《中华读书报》、《经济日报》、新闻出

版广电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出版商务周报、山西日报等媒体对我

社图书做了推荐。 

四是“走出去”方面又有新收获：继 2019 输出 5 种图书到英国

之后，2020 年我社主题图书《一诺的家风》（英文版）版权输出至

美国，入选 2020 年“丝路书香”工程，并获第十九届输出版优秀图

书。此外还有 3种图书输出至阿拉伯地区；1种（《至爱》）图书版

权输出至埃及，以及 3种图书版权输出至我国台湾地区。 

1、主营业务分析 

（1）收入 

2020 年度，我社实现销售码洋 24,936.84 万元，取得主营业务

收入 12,525.67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2,085.06 万元，增加 440.61

万元，增幅 3.65%，其中：调控产品销售码洋 12,593.91万元，实现

销售收入 6,949.80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55.11%。较上年同期的

4,377.19万元，增加 2,572.61万元，增幅 58.77%。自主产品销售码

洋 12,342.93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5,575.87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44.22%。较上年同期的 7,707.87 万元，减少 2,132.00 万元，降幅

27.66%。 

其他业务收入发生 84.78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0.67%。较上年

同期的 140.40万元，减少 55.62万元，降幅 39.62%。 

（2）利润 

2020年度，我社完成利润总额 2,617.72万元，完成了集团下达

的合格指标的 137.77%，较合格指标 1,900 万元增加 717.72 万元。

较上年度的 2,569.71万元，增加 48.01万元，增幅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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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本年度结算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度

略有增加，增长 440.61 万元；二是本年度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

增加 617.29万元。主要是其中编录经费—宣传推广费增加 620.31万

元。三是本年度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为-69.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90.03万元。四是我社投资希望乐园公司亏损，本年度投资收益发

生-3.42万元，上年度该项投资收益为-58.10万元，减少亏损 54.68

万元。五是其他收益发生 506.9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6.27万元。

六是三项费用较上年减少 183.07 万元。主要是其中管理费用—社保

费享受政府减免政策，较上年度减少 180.42 万元；七是本年度其他

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的 140.4万元，减少 55.62万元。受以上各项因

素此增彼减的变化影响，本年度营业利润增长 54.17万元。 

（3）成本 

本年度，我社共发生主营业务成本 8,999.58 万元。较上年同期

的 8,382.29万元，增加 617.29万元，增幅 7.36%。 

（4）费用 

本年度，我社三项费用共发生 1,512.17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695.24万元，减少 183.07万元，降幅 10.80%。其中： 

销售费用 640.89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667.81万元，减少 26.92

万元，降幅 4.03%； 

管理费用894.31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042.16万元，减少147.85

万元，降幅 14.19%； 

财务费用-23.03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4.73 万元，减少 8.3 万

元，降幅 56.35%。 

2、资产负债状况 

项    目 
期初 

（万元） 

期初占总资

产、负债比例 

期末 

(万元) 

期末占总资

产、负债比例 

增减变动

比率 

 应收账款 2577.49 15.28% 2172.85 12.15% -15.70% 

 存货 2692.01 15.95% 3159.94 17.66%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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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净值 1976.57 11.71% 1950.33 10.90% -1.33% 

 应付账款 1547.91 83.52% 308.17 17.81% -80.09% 

 应交税费 0.68 0.04% 0.82 0.05% 21.20%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崭新开启。结合近几年的发展

情况，希望社制定了“十四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思路。

具体将在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1、不断巩固两教的基础性地位。要积极应对政策变化挑战；要

全力打造晋版教辅品牌；要有效拓展省内省外两个市场。 

2、把主题出版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明确主题出版是一把手

工程；要树立主题出版全员开发理念；要建立主题出版选题生成机制；

要探索主题出版考核奖励模式。 

3、将精品工程作为出版工作的重心。要提高编辑创意创新能力；

要有效扩大作者资源队伍；要培育稳定厚实的产品集群；要树立市场

第一的产品生产理念。 

4、以思维创新催生新的发展动能。要多措并举突破发展瓶颈；

要借力借势促进发展；要推动融合项目落地；要重视风险防范。 

新的一年，希望社将坚持“改革先锋队，出版轻骑兵”的责任定

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要求以及集团“12344”发展战略为指导思想；秉承“传

承文明，服务教育，助力成长，播种希望”的出版理念，稳字为先，

积极进取，创新转型，争取在各个方面均有较大突破，最终实现高质

发展的目标。 

七、年度内重大事件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一）重大经营决策 

1、坚守宣传阵地，做好主题出版。 

2020 年，希望社全体员工自觉承担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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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任务，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努力，推出了多种形式的主题出版读

物。面对疫情，我社第一时间出版了科普类抗疫图书《童心战“疫”

——怎样和孩子一起面对疫情》，抗疫童诗集《春天不会迟到》，抗

疫绘本《你为什么哭了》和《病毒来了，要好好保护自己》），记录

山西抗疫全过程的纪实文学《天使的模样》等图书。此外，还出版了

弘扬志愿精神的《至爱》以及讲述山村脱贫、山区支教故事的《哥哥

的心愿》《山花别样红》《温暖的火车站》等主题读物。针对 2021

年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特殊节点，我们策划了“旗之歌·高洪波主题绘

本书系”《校准人生的坐标——给青少年的成长导航书》《卢沟桥！

卢沟桥！》等选题，即将出版。针对疫情出现的阅读新态势，线上线

下互动，开展多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地宣传营销。 

2、坚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党支部书记及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修订并落实了《希

望出版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成立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领导小组，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常态化。党支部时刻关注全体职工

的意识形态动向，每季度专题研究 1次意识形态工作，并向集团党委

提供书面研判报告。对意识形态有苗头性的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处置。纪检部门认真履行纪检监督责任，对意识形态责任落实不到位

或思想意识薄弱的同志进行谈心谈话。同时，我社坚持新媒体信息发

布审核制，针对出版社网站、微信、微博、天猫等媒体平台的内容发

布，建立完善的内容发布流程和特殊情况的工作预案，实行编辑审核

——编辑室主任审核——分管领导审核的三级内容审核制度，明确各

级责任，把好意识形态关，确保网络舆论正确导向。 

3、制定问题清单，落实巡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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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期闲置财政专项资金问题。我社多次在社务会对资金清

理工作进行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社仅有一项尚未全部完成，但该

项目已经进入后期扫尾阶段。 

（2）对外应收账款相关问题。我社成立了清欠工作小组，按照

集团相关决议精神，经过对接和沟通，2014年《安全》教材款 1123.45

万元的问题已经部分解决。部分余款需继续接洽，争取在 2021 年度

全部解决。 

（3）“去库存”“补短板”相关任务。目前我社已经请示上报

集团相关部门，拟对我社无法销售的部分库存图书进行报废处理，合

计码洋 2016.08万元。 

（4）劳务派遣人员较多问题。经过努力，我社 2020年减少了 7

名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由原先的 41%下降

到 33%，降幅达 8%。 

（二）重要人事任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 4月集团党委任命王琦为总编辑； 

2020年 6月集团党委任命郭向华为党委副书记； 

2020年 6月集团党委任命傅晓明为副总编； 

2020年 6月集团党委任命崔达为副社长； 

2020年 8月集团党委调令，崔达调离； 

2020年 11月集团党委调令，李林调入，任命为副社长。 

（三）重大产权变动 

本年度无重大产权变动。 

（四）重大改制改组情况 

本年度无重大改制改组。 

（五）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 

本年度无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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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未决诉讼 

本年度无重大未决诉讼。 

（七）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年度无会计政策变更。 

（八）利润分配 
项     目 金额（万元） 备注 

净利润 2617.72  

年初未分配利润 7976.93  

提取盈余公积 261.77  

分配现金股利 0.00  

计入资本公积 449.21 
2015-2019 年获得减免的应交国

有资本收益转入资本公积 

其他（对所有者的利润分配） 1477.00 上交集团利润 

未分配利润 8406.67  

（九）金融衍生业务等 

本年度未发生金融衍生业务。 

八、本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2020年度公司预算营业收入 12,000万元，利润总额 1,900万元。 

九、上一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度公司预算营业收入 12,000万元，利润总额 1,700万元。

我社营业收入实际完成了 12,225.46 万元，较预算指标增加 225.46

万元，完成预算指标的 101.88%。我社利润总额完成了 2,569.71 万

元，较预算指标增加 869.71万元。完成预算指标的 151.16%。 

十、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晋晋利财审(2021)0033 号 

 

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望出版社公司）财务报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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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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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反映了希望出版社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山西晋利审计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兴义 

（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颖 

 

中国•太原                                2021 年 3 月 16 日 

 

十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一）经济责任 

1、经营责任 

希望出版社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集团年度工作会议精神，深刻把握新时代对于出版工作的新

要求，找到差距，找准位置，对标先进，明确任务；践行新思想，肩

负新使命。继续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

紧围绕我社提出的 36字工作方针，统一思想，凝心聚力，高质高效，

守正创新，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2、产业发展 

希望出版社高度重视出版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坚持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坚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从梳理产品线入手，加大选题开发力度，

强化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出版物导向安全、内容安全、质量安全，为

广大少年儿童出版更多好书，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

会正能量。具体来说，希望出版社以两教为基础，以主题出版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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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儿文学为重点，以知识、低幼为支撑的产品结构。当前，希望出

版社正加快发展步伐，本着传承文明、服务教育、助力成长、播种希

望的出版理念，坚持正确导向第一，国家使命第一，文化影响第一，

产品质量第一，以精品图书打造出版影响力，以工匠精神凝聚作者附

着力，以优质服务培育市场向心力，高质高效，守正创新，努力探索

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加快少儿出版走出去步伐。相比于其他图书产品，童书是最没有

文化屏障的一类，走出去具有天然优势。从我社图书走出去来看，我

们认为，少儿出版可以发挥自身优势，采取于多种形式、特别是绘本

这种国际化的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绘本故事，

更好地介绍到国外、境外，这也契合了总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民间故事出版工程。 

今后的工作中，希望出版社更加重视选题的开发，从选题开始就

立足国际市场，把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二）安全责任 

1、安全理念和文化 

希望出版社的安全工作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控制风险，

全员参与”。坚持以下安全理念： 

干部理念：各级主要领导都要用主要精力、主要时间、集中主要

的人力、物力、财力抓好安全这项主要工作。 

管理理念：岗位就是责任，责任重于泰山。在其位，谋其政，谋

好政。  

投入理念：应投尽投 应保必保。  

宣传教育理念：喜闻乐见、寓教于乐  

2、安全举措 

为实现希望出版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控制风险，全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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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工作方针，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预防和减少事故

发生，保障希望出版社安全工作的有序进行，保障希望出版社员工生

命财产安全，希望出版社采取了以下措施。 

（1）落实安全责任、落实制度执行。 

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明确职责；配备专职安全生产和应急管

理人员。明确各部门安全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安全管

理制度，规范操作规程。 

（2）安全教育与培训。 

进行安全教育与培训，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生产应知

应会，有效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特别是对于仓储、物流等安全风险

较大的部门的作业人员，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3）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发现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的重要途径。是消除事

故隐患，落实整改措施，防止事故伤害，改善劳动条件的重要方法。

希望出版社多次开展安全自纠自查工作，重点对车辆、操作设备、防

火设备等方面进行排查。及时发现安全管理缺陷和漏洞，消除安全隐

患。 

（4）强化应急管理和教育培训。 

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安全应急预案，配备安全员等相关

人员和各项保障设施。邀请专业消防部门开展火灾防范和紧急避险课

程，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

力。 

3.职业安全健康 

希望出版社注重员工的职业安全和身体健康，给员工提供了安全

卫生的办公环境和确保员工健康的工作条件。所有员工均参加五险一

金的缴纳，并享有误餐补助、冬季取暖补助、定期体检等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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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责任 

1、创新体系建设 

产品研发创新：加强自主选题研发，运用互联网思维，增强图书

与新媒体的融合；适度开展合作选题研发，提高希望出版社的社会影

响力。 

数字化创新：一般图书方面是纸质图书的立体延伸，包括一些电

子书平台，喜马拉雅平台有声读物等；两教产品方面是 RAYS 平台的

合作开发，2018年以来，我社与武汉（国家）重点实验室 RAYS项目

合作，累计制作图书 156个品种，包括《写字》《习作与阅读》《寒

假作业本》《暑假作业本》，当前累计收入 58.32万元。此外，为了

进一步探索数字出版，我社又设计了 ISLI/MPR 平台，目前已完成招

标，预计年内初步完成平台建设，制作一批运用 MPR技术的童书。 

销售体系创新：加大了线上线下融合发行力度；馆配、农家书屋

覆盖省市更广，销售数量增加。针对疫情出现的阅读新态势，线上线

下互动，全方位多层次地营销。 

（1）新书发布会，2020 年 8 月 29 日，举办了《至爱》新书发

布会。 

（2）线上平台，积极参加省委宣传部出版处组织的书香漫晋、

向全省青少年推荐活动（“学习强国”“山西发布”“晋书房”“山

西日报”“山西新闻网”“黄河新闻网”等）；继续通过新华 e书城、

广播电台、社区快手直播等形式宣传推广我社图书。 

（3）自媒体方面，在希望社公众微信号宣传重点主题图书，同

时我社新建了抖音账号，还计划开通京东直播账号，针对重点图书、

重点作家进行宣传和推广。 

2、科研成果 

我社图书 2020 年共获国家级奖项 3 项，省部级以上奖项 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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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华读书报》等多个重要榜单，其中

《一诺的家风》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熊赳赳遨游祖

国大地》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活动项目；《春天不会迟到——

抗疫童诗集》入选 2020 中国出版协会儿童阅读好书榜；《去过一百

万座城市的猫》入选 2019 年度中国童书榜；《坐上秋天的火车》获

冰心儿童图书奖；两种图书获山西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优秀作品奖；“小镇的秘密·梦想家”获“赵树理文学奖”；

《开心机器人》获“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年度中长篇小说银奖；《梦

想在喀纳斯的湖里》获第七届上海好童书；《小城流年》入选《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5-6月优秀畅销书排行榜；《像植物一样幸福》入

选《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童书。 

此外，我社被评为“全国版权示范单位”；连续 8年被评为省直

文明单位标兵单位；获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20 全国书业抗疫“逆

行勇进·社会责任先进单位”；获“木铎杯”第二届全国出版编校网

络大赛“组织奖”。 

3、科技人才培养 

在人才培养方面，希望出版社按照集团精神要求和具体工作安

排，积极参加了集团和其他上级部门组织的多项重要培训活动，同时

自主开展了员工技能和资质培训活动，鼓励广大员工积极参加专业学

习和职称培训。通过集团、社际、科室等多层次培训和交流活动，努

力加强员工培训工作，提高每个人的业务能力、知识广度，掌握最新

政策和动态。 

本年度，我社有 1人提拔为集团中层正职，3人提拔为单位中层

副职，2人取得副编审职称。人才引进方面，通过集团统一招聘录用

8人，聘用高层次人才 1人，聘用特殊贡献人才 2人。编辑业务培训

方面，除省委宣传部、集团组织的培训外，多次在社内举办编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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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新媒体数字培训，（每季度）开展编校大赛，组织编辑参加了

“木铎杯”第二届全国出版编校网络大赛，1名编辑获优秀奖，我社

获组织奖。在第九届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征文活动中，1人获优秀

奖。在集团“我为转型综改做贡献”主题演讲中，我社有 1人荣获“三

等奖，在主题征文比赛中，我社有 3 人获二等奖，1 人获三等奖，1

人获优秀奖。 

（四）环境责任 

希望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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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企业责任 

1、产品质量 

希望出版社高度重视教材、教辅和自主图书的质量，采取多种方

式加强图书质检工作。一是严把印前质检关，严格按照《希望出版社

图书质量检查及奖惩办法》，对所有新版图书进行印前抽检，2020

年共质检教辅图书 119种，质检字数 1484.4万字；质检本版图书 74

种, 质检字数 404.5万，全年共质检图书共计 193种，质检字数共计

1888.9 万字。二是采取谨慎处理、专题备案、专家调审等方式，严

把图书的政治关。三是按照质检规范，完成对我社新版图书的定期自

查，并积极配合省局图书处对我社进行的图书质检工作。 

2、员工情况 

截至 2020年度末，希望出版社从业人员共 91人。 

3、劳动保障 

希望出版社认真履行员工劳动保障责任，严格按工资薪酬政策，

按月按时以货币形式支付工资，无无故拖欠或克扣工资现象。严格执

行国家法定假日及休假政策，无延长工作时间和扣减员工休假的情

况。希望出版社给员工提供了安全卫生的办公环境，确保全体员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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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工作条件。 

4、培训与成长 

希望出版社注重职工队伍的专业能力培养，积极参加集团以及其

他上级部门组织的各项培训，同时在单位内部开展组织了多项培训和

交流活动，鼓励广大员工积极参加专业学习和职称培训，努力促进全

社职工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 

5、薪酬福利 

本年度，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支付薪酬总额合计 1,399.80万元，

实际发放 1,399.80万元，其中：在职职工工资 984.79万元，劳务派

遣人员及临聘人员劳务费 415.01万元。 

全部职工均缴纳五险一金，五险一金支出 185.63 万元，职工福

利费支出 54.79万元，离退休职工各项支出 38.92万元，工会经费支

出 19.7万元，职工教育费支出 3.66万元。 

6、纳税情况 

2020年度，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年初未交金额-297.81万元，本

年度应交金额 312.71 万元，累计应交金额 14.90 万元，实际缴纳各

项税金及附加共 166.62万元。 

7、扶贫救灾 

2020年度。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对外捐赠 9.71万元，其中：捐

赠江苏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图书 0.71 万元；捐赠山西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及时雨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子女）9万元。 

8、党风廉政建设 

（1）坚持深化学习教育。2020年，希望社领导班子带领全社员

工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

宣传思想文化的新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集团党委决策部署；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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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组织各类学习 40 余次，召开民主生活会 2 次，开展领导干部

讲党课 5次，邀请社外专家讲党课 1次，观看教育视频 3次，开展党

日主题活动 2 次，撰写各类会议简报、报告 30 余份，购买理论读物

3种共 150余册。 

（2）坚决落实“三重一大”。我社坚决落实“三重一大”民主

决策制度，形成了支委会议事制度，定期召开支委会。“三重一大”

事项必须首先经过支委会通过，再由社务会具体讨论实施细则，避免

了将支委会、社务会合二为一的问题。同时，领导班子认真执行“三

会一课”制度。本年度，班子成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分别从“高质量发展”“共产党员的文化使命”“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国家安全”等主题开

讲党课。在学习研讨中，全社员工加强了思想认识，提高了理论水平。 

（3）强化战斗堡垒作用。党支部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充分发挥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我社党支部

根据集团党委部署安排，完成新一届支委换届工作，强化了支部建设，

选配了党支部副书记和支委委员，提升了我社的党建工作力量。结合

工作实际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包括《希望出版社支委会议事制度》

《希望出版社社委会议事制度》《希望出版社“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实施细则》等。通过努力，希望社社风社貌焕然一新，干事创业的氛

围日渐浓厚，“六项管理”更加扎实，党的建设切实加强。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支部书记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

体责任”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管党治党努力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

严、长管长严，通过民主生活会，认真剖析自身不足，找差距、重落

实；对于重点领域、重点环节，警钟长鸣，深刻汲取齐峰严重违纪案

件的教训，通过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以为戒、忠诚履职；关心群众

利益和诉求。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确保各项工作推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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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务实高效。 

（六）未来展望 

未来一段时间，我社将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建为引

领，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本着传承文明、服务

教育、助力成长、播种希望的出版理念，坚持正确导向第一，国家使

命第一，文化影响第一，产品质量第一，以精品图书打造出版影响力，

以工匠精神凝聚作者附着力，以优质服务培育市场向心力。 

具体来说，以两教为基础，以主题出版为引领，以儿童文学为重

点，以知识、低幼为支撑，做好自主出版、传统出版，布局合作出版、

融合出版，稳字为先，积极进取，创新转型，通过 5年的发展，在产

业规模、出书品种、品牌建设、出版影响、盈利水平、经营管理、队

伍建设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最终实现高质发展的目标。 

 

第二节  生产经营管理 

 

一、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2020年度，我社共出版图书 673种，其中新书 192种，重印 481

种，重印率 71.5%。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12,610.45万元，其中主营

业务收入 12,525.67万元，其它业务收入 84.78万元。 

二、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本年度无重大投资事项。 

三、产品销售完成情况 

本年度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12,610.45 万

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2,525.67万元，其它业务收入 84.78万元。 

四、环境保护情况 

希望出版社所涉行业不涉及节能降耗、矿山绿化、“三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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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污染物排放等环境保护问题。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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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无重大投资事项。 

（二）重大融资 

本年度无重大融资事项。 

二、对外大额度捐赠、赞助 

2020年度对外捐赠共计 9.71万元，其中：捐赠江苏妇女儿童福

利基金会图书 0.71 万元；捐赠山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时雨关爱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子女）9万元。 

三、企业境外投资情况 

本年度无境外投资。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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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出版社依据各项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集团公司的要

求，与职工履行了相关合同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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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才引进、职工招聘和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希望出版社严

格按有关国家的政策法规和集团公司制定的相应程序进行办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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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方面，2020 年度，我社通过集团统一招聘录用 8 人，聘用高层

次人才 1人，聘用特殊贡献人才 2人。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2020

年度，我社有 2人取得副编审职称。 

在职工培训方面，我社根据员工职业技能需求，有计划有步骤的

组织员工参加了各类专业培训。2020 年度，我社除积极参加省委宣

传部、集团组织的培训外，多次在社内举办编辑业务培训、新媒体数

字培训，（每季度）开展编校大赛，组织编辑参加了“木铎杯”第二

届全国出版编校网络大赛，1名编辑获优秀奖，我社获组织奖。在第

九届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征文活动中，1人获优秀奖。在集团“我

为转型综改做贡献”主题演讲中，我社有 1人荣获“三等奖，在主题

征文比赛中，我社有 3人获二等奖，1人获三等奖，1人获优秀奖。 

三、职工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情况 

希望出版社认真履行员工劳动保障责任，严格按工资薪酬政策，

按月按时以货币形式支付工资，无无故拖欠或克扣工资现象。严格执

行国家法定假日及休假政策，无延长工作时间和扣减员工休假的情

况。希望出版社给员工提供了安全卫生的办公环境，确保全体员工健

康的工作条件。所有员工均参加五险一金的缴纳，并享有误餐补助、

冬季取暖补助、定期体检等福利政策。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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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希望出版社领导人员备专用公务用车情况：根据上级有关

规定，本年度社长配备领导专用公务用车一辆，不领取车辆补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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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社领导享受车辆补贴全年共计 5.15万元。 

本年度希望出版社领导人员无国（境）外考察培训情况。 

本年度希望出版社领导人员领取通讯补助全年共计 2.15万元。 

本年度希望出版社领导人员业务招待费发生三笔共 0.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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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希望出版社业务工作年初共配备 3辆公务、业务车辆，本

年 3 月新购置公务、业务用车 1 辆。车辆运行费全年预算 18 万元，

实际发生 6.46万元。 

本年度业务人员未发放交通补贴。 

本年度业务人员差旅费年度预算为 39 万元，实际发生 14.25 万

元。 

本年度业务人员通讯费为主要业务主管每月 200元，普通业务人

员 100元，出差时间较长的情况根据差旅管理办法适当增发通讯费。 

本年度业务招待费年度预算为 5.5万元，实际发生 2.92万元。 

本年度出国（境）费全年预算及实际发生额均为 0。 

 

 

 

                                希望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