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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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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山西书海公司 

英文名称：Shanxi Book Ocean Media Tech. Ltd 缩写：SXBOMT 

法定代表人：范舒阳 

股东名称：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新南一条 9 号 

办公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新南一条 9 号  邮政编码：030001 

网址：www.shuhai.cc 

电子信箱：shuhai@sxpmg.com 

经营范围：广告业务；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电视专  题、

电视综艺、动画故事节目的策划、制作、发行；已出版的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出版物内容

的网络（含手机网络）传播业务；网上销售；文体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玩具的生产与销

售。 

简介： 

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子公司，是一家主

要从事网站开发与运营、移动互联网开发、网络工程、数字出版的科研型企业。公司以项目推

动发展，在发展中锻炼科研队伍、创造科研成果，走出一条“科技化、知识化、探索化”的发

展路  线。 

公司成立以来，一贯注重新技术、新产品的吸收和推广，凭借优秀的研发团队、丰富的行

业经验积累，开发运维的相关网站及软件荣获多项业界大奖和殊荣。山西出版传媒网先后获“全

国新闻出版业百强”、“最具创新网站”、“新闻出版业网站百强”、“最具影响力网站”、“最具创

新”奖、“优秀品牌营销平台”称号,尓慈系列产品获得了 6 项软件著作权“尔慈点读机软件 1.2”、

“尔慈视觉卡之流光软件 1.3”、“尔慈动物世界软件 1.1”、“尔慈视觉卡之掌上萌宠软件 1.0”、

“尔慈视觉卡之挂图软件 1.3”、“尔慈视觉卡之幼儿园教材软件 1.0”。在集团信息化运维和信

息化建设调研工作方面，积极推进集团 ERP项目，集团机房、云因发行系统、金蝶财务集中管

http://www.shuhai.cc/
mailto:shuhai@sx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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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邮件系统、OA 办公系统等皆运行基本正常；升级开发了“书海办公助手 APP”、微商

城、库房扫描枪等软件；对集团成员单位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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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7 137.10 52.57% 

管理费用 136.76 122.30 11.82% 

财务费用 -0.58 -0.76 -23.68% 

利润总额 68.82 12.74 440.18% 

净利润 68.82 12.74 440.18% 

 

项目 年初余额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变动比率 

资产总额 279.50 278.29 -0.43% 

应收账款 7.28 8.28 13.74% 

存货 77.11 77.11 -- 

固定资产净值 10.15 8.09 -20.30% 

负债总额 799.92 795.85 -0.51% 

应付账款 379.86 399.8 5.25% 

应交税费 -17.72 -9.79 -81.00% 

所有者权益 -185.45 -116.63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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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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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缴注册资本：300万元 

出资方式：货币 

出资时间：2011年 3月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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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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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 

 

（二）员工收入水平（说明：包含员工应发工资平均数以及实发工资平均数，员工不含

以上领导人员薪酬）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从业员工 6 名。员工年

平均收入 4.6万元。 

六、董事会报告摘要 

（一）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主营业务分析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1．主营业务小计            2,091,677.88 199,360.22                         1,370,952.24 27,350.43                

           2,091,677.88               199,360.22            1,370,952.24                 27,350.43

 2．其他业务小计 -                                                        -

-                           

合    计            2,091,677.88               199,360.22            1,370,952.24                 27,350.43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序号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任现职时间 年龄（岁）） 实发薪酬

（实际发

放） 

1 范舒阳 男 总经理 2011.3 39 0 

2 高俊 男 监事 2011.3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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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二）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巩固传媒网已有成果，进一步加强网站信息安全。 

山西出版传媒网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的窗口和名片。在建设过程中努力生产优秀的原创内

容，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精品频道和栏目；并加大科技创新，研发出品牌产品。要实现内容资源

的进一步整合，做好增值服务，逐步将产品频道与商城平台对接，进一步提高网站的社会影响

力和竞争力。 

加强网站信息安全，一是出版传媒网站建设要与网络安全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实施，

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安全测评、安全建设整改和安全自查等工作。二是，要制定

完善网站安全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建设安全监测手段，开展实时监测。对重要数据

和系统，建设相应的备份措施。做好技术力量、资源的储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 

    2.推进集团信息化基础建设及应用升级，确保集团信息化建设顺利开展。 

目前，集团机房众多应用都相互独立，分别部署在不同的操作系统、计算平台和存储系统

上，使用效率相对偏低。集团机房维护成本高昂、运行效率较低和安全性能较差，已逐步成为

了集团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伴随着云计算技术应用化和服务化的高速发展，我们计

划积极推进集团信息化基础建设及应用升级。随着集团信息化基础建设的不断升级改造，通过

私有云架构，解决集团原有的异构系统数据兼容问题，推进集团数据中心效益的进一步提升。 

3.坚持技术创新与内容建设深度融合，打造出企业信息门户。 

公司的三大目标，是公司成立之初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思路的具体体现。三步走发展思路即：

集成公司、行业集成公司、互联网公司。具体为：第一步，作为集团的网络科技子公司，其首

要任务是辅助集团信息化建设，主要是各信息系统集成工程的实施工作，即建设所需的各类软、

硬件购买、安装、部署，以及后期的二次开发和运维服务。第二步，当集团业务主干信息系统

项 目 
本期期末 

（万元） 

本期期末占

总资产比例 

上期期末 

（万元） 

上期期末占

总资产比例 
变动比率 

应收账款 8.28 1.22% 7.28 2.6% 13.74% 

存货 77.11 11.35% 77.11 27.59% — 

固定资产净

值 
8.09 1.19% 10.15 3.63% -20.30% 

应付账款 399.8 58.86% 379.86 135.91% 5.25% 

应交税费 -9.79 -1.44% -17.72 -6.34%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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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建设达到一定规模时，大数据集中已基本实现，此时公司将依托数据资源优势，开始搭建

集团企业信息门户，进行数据挖掘及商业智能分析，以辅助集团大战略的制定和开展。第三步，

在挖掘和梳理集团大数据的同时，公司提取其中优质资源，进行垂直整合，建立具有一定市场

可行性的各类数据资源垂直聚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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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无重大人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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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重大未决诉讼 

本年度无重大未决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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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年度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八）利润分配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年年初余额 127,382.60 -4,989,097.54

 本年增加额 560,812.00                          5,116,478.62                       

     其中：本年净利润转入 560,812.00 5,116,478.62

           其他调整因素

 本年减少额

     其中：本年提取盈余公积数

           本年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本年分配现金股利数

           转增资本

           其他减少

 本年年末余额 688,194.60                          127,3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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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预算营业收入 180万元，利润总额 50万元。 

九、上一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9.17万元，利润总额 68.82万元。 

十、审计报告 

晋晋利财审[2018]0049号 

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书海传媒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书海传媒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书海传

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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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10 
 

山西晋利审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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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原市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十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一）经济责任 

书海公司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对书海商城进行了升级改版。公司将升级运营传媒网产品

频道，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二）安全责任 

书海公司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的独资子公司，负责对集团的官方网站“山西出版传媒网”

和部分成员单位的网站进行运维管理。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公司制定了《山

西出版传媒集团网站栏目主编安全责任书》、《山西出版传媒网风险防范及网站安全管理办法》、

《山西出版传媒网收发文管理办法》（暂行）等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有关网络安全、保密审

查的职责分工、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办法。 

公司参照国家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或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等标准要求，加强了网络层、应

用层、数据层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信息系统防泄密、防篡改、防攻击的安全策略及软硬件设备

正常运行，相关计算机安装了防火墙，同时配置安装了专业杀毒软件，加强了在防篡改、防病

毒、防攻击、防瘫痪、防泄密等方面的有效性。 

  （三）创新责任 

    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并与内容建设深度融合，作为新兴媒体的书海公司具有创新技术的能

力，但并不具备传统出版社内容资源丰富的优势。在项目建设中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

互补、一体发展，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并积极组织开展技术内容相融合的交流会，让一线技

术人员和一线的编辑进行交流讨论，对融合点深入了解，协助集团和各成员单位共同转型。 

（四）环境责任 

书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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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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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产经营管理 

一、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2018年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9.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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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9.17万元  

四、环境保护情况 

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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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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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无对外大额度捐赠、赞助。 

三、企业境外投资情况 

本年度无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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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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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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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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工培训方面，书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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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职工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情况 

书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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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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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享有午餐补助、冬季取暖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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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领导人员未配备专用公务用车，未发放交通补贴； 

本年度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领导人员无国（境）外考察培训情况。 

本年度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领导人员无通讯费报销。 

本年度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业务招待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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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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工作未配备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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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万元，实际发生 0.54万元。 

本年度业务人员通讯费按实报销。 

本年度业务招待费年度预算为 1万元，实际发生 0万元。 

本年度出国（境）费全年预算及实际发生额均为 0。 

 

单位负责人签字： 

 

山西书海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6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