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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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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阎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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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贸易；出版物批发、零售；印刷品印刷；包装装潢印刷

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广告经营；仓储（不含危化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简介： 

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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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人，下设文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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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的发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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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名，年轻编辑大都具有中级职称，可独立编辑图书。近年来青年编辑在全国及集团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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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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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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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累积完成 

( 万元) 

去年同期 

（万元）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2187.57 2061.23 6.13% 

销售费用 177.63 171.01 3.87% 

管理费用 402.57 362.96 10.91% 

财务费用 -1.97 -4.43 -55.53% 

利润总额 -580.95 100.54  

净利润 -580.95 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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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500 万元 

出资时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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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变更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年初余额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变动比率 

资产总额 3130.48 2457.76 -21.49% 

存货 1522.56 1554.87 2.12% 

固定资产净值 197.08 174.10 -11.66% 

负债总额 568.92 477.14 -16.13% 

应付账款 12.16 104.11 % 

应交税费 45.00 -96.06 % 

所有者权益 2561.56 1980.61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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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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文凯 男 51  常务副社长（主

持工作） 

2018 年 5 月至今 7.94 

2 张继红 男 59 原社长、总编辑

（5月转任调研

员） 

200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 

6.52 

3 原晋 男 55 副社长 2011 年 3 月至今 18.04 

4 莫晓东 女 46 副总编辑 2013年 10月至今 18.82 

 

（二）员工收入水平 

2018年三晋出版社从业人员 33人（不含社领导），员工年平均应发数 12.18万元，员工

年平均实发数 11.21万元。 

六、董事会报告摘要 

（一）财务基本情况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总额为 2187.57万元，完成计划的 109.38%，比去年同期增长 6.13%；

利润亏损 580.95 万元。 

 

项  目 集团基本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长 

营业总收入（万元） 2000 2187.57 2061.23 6.13% 

利润总额（万元） 100 -580.95 100.54  

（二）图书出版方面 

1.2018 年图书出版情况 

2018年，我社共申报选题 242个，出书 231种，其中新书 189种，再版重印 42种，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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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率 18.18%。 

2.重点图书完成情况 

2018年度重点选题 10 种，已出版 1种，另有三种已发稿，其余书稿正在编辑过程中。 

2018 年，我社共出版《山西文华》图书 30 种 112 册，占同年《山西文华》出书量的 90%

以上。 

3.取得的成果 

入选山西省级重点出版物项目库 41项，其中山西省 2018年度重点图书选题 10个。 

入选山西省重点文艺作品扶持奖励项目 1项，为《南下，南下——山西南下干部纪实》。 

获山西省重点文化扶持奖励项目 3 项，分别为《阳光下的蜀葵》《张颔传》《万世德传》，

共计 26万元。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侯马盟书研究论文集》两种图书分别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

等奖、二等奖。 

《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两种图书向台湾地区输出版权。 

《回家》和《中国古今实用对联大全》两种图书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8 年农

家书屋目录。 

《吴雯集（点校）》获山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优秀奖。 

在山西省“彰显工匠精神，提升图书质量”系列活动，我社两位编辑荣获编校知识竞赛个

人二等奖，一位荣获三等奖;在图书审稿意见评比竞赛中，我社两种图书的三审意见被评选为

优秀。 

在第五届“编辑之友杯”全省新闻出版单位青年编校大赛中，我社取得了团体一等奖，编

辑个人三等奖、优秀奖，校对二等奖的好成绩，同时我社还获得大赛组织奖。 

七、年度内重大事件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一）重大经营决策 

2018 年度我社科学规定图书印刷数量：由发行部预测市场可销售数量，根据发行部意见，

确定图书印数，避免了产生新的库存积压。 

（二）重要人事任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我社有重要人事任免：2018 年 5 月原社长、总编辑张继红改任调研员；2018 年 5

月集团任命阎文凯任常务副社长，主持工作；2018 年 12 月集团董事会会议确定阎文凯为山西

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三）重大产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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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社有重大产权变动：2018 年 12 月营业执照变更，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00 万元，

增加到 500 万元。 

（四）重大改制改组情况 

2018年度我社重大改制：2018年 12月根据晋财教【2018】187号文件《山西省财政厅 中

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关于印发〈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进行公

司制改制，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变更为“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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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95  

年初未分配利润 2282.54  

提取盈余公积 00  

其他 00  

年末未分配利润 1701.59  

（九）金融衍生业务等 

本年度我社未发生金融衍生业务。 

八、2019 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2019 年度预算：收入 2000 万元，利润-300 万元。 

九、2018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度预算：收入 2000 万元，利润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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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审计报告摘要 

 

审 计 报 告 

晋宝鹏财审[2019]0017 号 

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

负债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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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

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

状况以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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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宁 

中国·太原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七日                 

 

十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一）经济责任  

1.经营责任  

明确经营管理责任，努力完成集团年初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 

2.产业发展  

在保持传统出版的同时，我社与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为提

高编辑数字出版观念，提升数字出版技术的应用水平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发、维护各类地方教

材、教辅读物。 

（二）安全责任  

1.安全理念和文化  

我社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图书编辑出版、财务管理到办公区域、库房消防安全

等方面，形成了层层抓、重落实的工作局面。牢固树立“一把手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观

念，强化制度建设，不断建立健全安全工作管理机构和相关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制定责任清

单，始终秉持“大安全”理念，重点抓导向、生产、经营、民生四项安全。  

2.安全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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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内在配合集团“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基础上，不定期地开展本社办公室、库房等区域的

安全自查工作；建立健全相关安全制度；编辑过程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同时所有稿件

必须经印前质检通过后，方可出版。做到制度约束、领导挂帅、导向严守、人人有责。 

3.职业安全健康  

我社重视职工安全健康，每年定期安排职工进行健康体检，消除职工健康隐患。在生活上

积极给予员工关心和温暖，积极帮助员工解决生活难题。通过参加集团及社内举办的各类文体

活动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  

（三）创新责任  

我社非常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定期派人参加各级部门组织的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和讲座，

竭力为职工提供各方面的专业学习机会。  

（四）环境责任  

我社所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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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我社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发展方向，不断加强图书出版质量管理，强化质

量意识。  

2.劳动保障  

我社与正式在岗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按规定足额缴纳各项保险。劳务派遣人员均与山西

众瑞人力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3.培训与成长  

参加各类培训，如党务培训、编辑业务培训、质检培训、发行业务培训、财务人员财务知

识培训、国家基金项目培训、社保培训、安全培训等。 

4.薪酬福利  

我社每月均能按时给职工发放工资，按标准发放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  

5.纳税情况  

我社按照国家税法要求，及时足额上缴相关税收。  

6.扶贫救济  

2018 年 5 月，我社参与集团的扶贫工作，一名员工常驻代县马桥村扶贫点，支部四名委

员均为帮扶责任人，多次到扶贫点向帮扶对象宣传党的政策，25 户贫困家庭成为精准帮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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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社员工为马桥村捐赠衣物，开办了扶贫“爱心超市”。在工会领导下，我社志愿服务队

积极响应社会及集团各种献爱心捐款活动，2018 年组织捐款三次，“送温暖、献爱心”1490

元，集团“滴水助学”工程 3050 元，“博爱一日捐”1450 元等。同时，积极向社会捐赠图书，

2018 年捐赠四次近 5 万码洋的图书。 

7.党风廉政建设  

2018 年，我社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每两周一次的党

员学习活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省纪委监委、集团党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紧紧围绕

集团中心工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忠实履职尽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

决纠正“四风”问题，持续强化队伍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有效开展，坚定不移地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本社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 

第二部分   生产经营管理 

一、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2187.57 万元，完成计划的 109.38%；实现利润-580.95 万元。2018

年销售收入超额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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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2187.57 万元，完成计划的 1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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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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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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社本年度无对外大额捐赠、赞助。 

三、企业境外投资情况 

我社本年度无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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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社跟每一位正式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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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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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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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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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古籍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负责人： 

                                      

                                        2019 年 6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