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制改革促进跨地区跨行业并购

综合性文化集团“胎动”

本报记者 姚轩杰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挂牌成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事实上，要改变已上市文化企业业务形态单一、产业链不全、跨地区跨行业并购不能有效突破的现状，迫切需要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变革，打破区域垄断和行政阻力，促进文化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强活力和竞争力。

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的整合为一，意味着文化领域的行业分割问题将显著弱化，图书、报纸、有线电视网、影视等文化子行业实现统一监管后，各子行业间的相互渗透将显著增加，文化公司业务有望实现多元化，综合性的文化集团或将出现。

受困业务单一瓶颈

当前，A股市场上，文化类上市公司数量偏少，流通市值偏小。 上市后的文化企业，由于业务形态单一、产业链不全，往往不能有效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进而业绩增长乏力甚至下降。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传媒公司2012年度业绩下降明显，且原因大都是传统出版、印刷发行和广告收入下降。

粤传媒2012年业绩快报显示，2012年公司营业总收入18.76亿元，同比下滑1.6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75亿元，大幅下滑26%。

去年上半年，粤传媒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将主要经营性资产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注入到上市公司，公司资产质量大幅提升，主营业务在广告代理、印刷等业务基础上增加了广告经营、报纸发行、网络服务等业务。 但优质资产的注入依旧未能挽回业绩下滑的趋势。

粤传媒表示，2012年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政策、广告客户投放行为变化等因素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粤传媒在2012年的中报就将业绩有所下滑归因为平面媒体广告业务下滑，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升。

事实上，印刷发行、广告代理等传统业务已进入整体下滑的通道。 《成都商报》广告代理和印刷业务公司博瑞传播业绩也出现大幅下滑，其2012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净利润2.86亿元，同比下降27.44%。 公司表示，由于《成都商报》印刷量较少，公司印刷业务利润下降9.18%；公司的平面广告业务虽然收入同比增长7.16%，但由于业务拓展难度和投放成本的挤压，利润滞涨。

而像中南传媒、长江传媒、时代出版等出版公司，尽管营收和净利润年年有所增长，但业务发展潜力不大，教材教辅出版依然是利润的主要来源。

此外，业务形态的单一造成了上市募集资金无法发挥有效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高宏存表示，上市本身只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上市后该干什么、如何利用融资是关键问题。

高宏存通过研究发现，国外大型出版企业融资后，主要用于兼并、重组其他弱势出版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用经济手段调整出版产业结构，迅速形成规模效应；而我国的出版业在融资后主要用于出版社内部建设，如用于出版、企业OA系统的基本建设等，进行兼并重组和大规模出版资源重新配置的极少。

分析2005年至2012年部分上市文化企业募集资金的用途，博瑞传媒、电广传媒、中视传媒、歌华有线将大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这种资金使用方式不免有些“大财小用”。 从资金使用效果上看，电广传媒投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歌华有线投资的宽带社区网络二期工程、北京各区有线数字电视传输系统项目、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基础应用工程等项目也均未达到预期效益。

“挠痒”式并购不解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产品的传统形态已经被颠覆，以此为主业的文化企业应加强新业态的培育，加快转型步伐，而捷径之一就是并购。

主管部委对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并购一直持支持态度，并出台政策大力推进。去年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支持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培育多个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的大型骨干出版传媒集团。 去年8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工作的通知》，支持中央文化企业作为

兼并主体，通过出资购买、控股等方式取得兼并企业所有权、控股权，或通过合并成立新企业。

政策的扶持加上转型的内生动力，让文化企业特别是上市文化公司的并购重组活跃度逐渐上升。 电影明星股华谊兄弟自2009年上市之后，也向网游、文化地产等领域不断拓展。 浙报传媒自2011年9月借壳上市之后，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并购扩张，斥资32亿元收购盛大网络旗下的两家游戏公司，收购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参股华数传媒。 对游戏“钟情”的博瑞传播在去年10月斥资10亿收购腾讯旗下的网页游戏公司北京漫游谷。 一些出版公

司也尝试业务多元化，比如凤凰传媒收购软件公司，长江传媒涉足影院运营。

然而，在文化企业的并购中，大多数被并购的公司规模偏小，且为民营公司。 从对业绩的贡献来看，被并购资产只能算是对其主业的微小补充，对主业结构、利润增长几乎没有贡献。

博瑞传播转向游戏运营曾一度被投资者看好，但其2012年报显示，游戏收入9365.9万元，仅占其13.5亿元的营业总收入的6.9%。 而一直在分散其电影业务带来的经营风险的华谊兄弟2012年报也显示，其游戏收入为1030万元，仅占其13.86亿元的主营业务总收入的0.7%；品牌授权及服务收入为4306.6万元，占主营业务总收入的3%。

对于上市文化企业来讲，这种“挠痒”式并购并不能使其像新闻集团等国外大型传媒集团那样迅速做大做强。 其根源是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下行业分割和行政区划分割尚未被真正打破。

“报业出版企业不能涉足电视制作、电影拍摄，电影公司也不可以出版图书或报刊，浙江的报业企业并购其他省市的报业企业也存在地方政府的阻力。 国有文化企业之间的并购，我们也是力不从心。 ”浙报传媒董秘李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中南传媒上市之后，也曾试图进入广播和电视等领域，但一直囿于政策困扰而止步不前。 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对政策不协调和行业壁垒感触颇深：“出版、广电同为文化产业的产品，我们却人为分割，一些重要的、优秀的资源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导致相同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综合影响力却无法企及。 我们经常说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航母，连媒介形态都不完整，怎么造航母？ ”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各地的国有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实质控制人均是地方政府，企业人事任免、战略规划并没有完全按市场化运作。 而且，文化企业是当地政府的宣传阵地，若被另一个地方的企业兼并，感觉像失去了阵地和话语权，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观念是跨区并购中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机构合并提供正能量

3月1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成立。 诸多文化产业研究人士认为，从结果来看，此次机构合并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跨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文化领域的行业分割问题将显著弱化，原先图书、报纸、有线、影视等行业将逐步实现统一监管。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两部委合并后，地方省市的新闻出版局和广电局也将合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文化企业的政策管制和审批。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表示，两部委合并为一个部委，不应该是简单的1+1=2，而是1+1＞2，这种合并应该提供未来行业发展的思路。 比如，怎么让传统媒体在新形势下转型升级，怎么适应并结合新媒体主动出击等。 可以说，这种整合有利于传统媒体做强做大。

陈少峰认为，国有文化企业的跨行业并购会逐步加快，且出版集团并购广电资产的积极性会比较高。 “目前，我国的出版产业总产值已经处于峰值了，向新兴业态转型迫在眉睫。 数字化浪潮下，出版集团希望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终端上发力，打造全媒体内容业态。 而电影、电视的传播效果更强，更吸引用户，是新媒体业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

李庆表示，并购是浙报传媒做大做强的重要方式，在未来政策利好的背景下还会加大步伐。 在广电业转企改制的过程中，浙报传媒也会积极参与，可能会选择合适的市级广播电视台作为标的。

不过，郝振省认为，在跨行业并购中，省内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企业之间的整合会相对容易推进，但省际之间的企业整合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跨省并购，还是会碰到地方政府的阻力。 这需要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逐步推进，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观念的改变。 ”

新部委成立后，如何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据郝振省介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一步的工作将会把管理业务融合度较高的司局整合，理顺职能权限，更好地促进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陈少峰认为，这为那些已上市的文化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它们在并购整合和业务拓展方面更具优势，如果运作得当，加上政策支持，它们中间可能诞生大型综合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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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激发活力和创新力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

是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重

要一步，也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在

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

转企改制之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

和难点就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从

“办文化”变为“管文化”，从管微观变

为管宏观，向市场放权，激发文化企

业的活力和创新力。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

省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中央决定成

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有三

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加强宏观管理。

新闻出版业和广播影视业是业务形

态相近的产业，加强统筹管理很有必

要；二是加快科技变革。 加快文化产

业大发展大繁荣已是国家战略，文化

企业除了内容产品的创新，还需要增

强技术力量，用新技术构建现代传播

体系；三是多地已实施整合。 据融合

网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超

60%

地市、

州、盟已经完成了文化局、新闻出版

局、广电局等部门的整合，自下而上

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合并，为中央部委

的合并提供了经验。

虽然新机构成立了，但如何实现

上述改革目标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期而

复杂的过程，这需要决策层有足够的

勇气和智慧。

首先，多年以来的行政管理和行

业发展模式已经固化， 新闻出版、广

电行业壁垒依然很坚实，想要打破难

度不小。

事实上，自

2003

年以来，中国文

化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

10

年。 相比

其他子行业， 新闻出版业在转企改

制、产业发展、市场化程度等方面最

为完善和彻底。 据新闻出版总署的

统计数据显示，

10

年来我国已组建

120

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其中

49

家出版传媒企业在境内外成功上

市。

2012

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值从

10

年前不到

3000

亿元一跃到

1.6

万亿

元， 占据全国文化产业总值的

60%

以上。

反观广电业， 制播分离改革不

彻底、 广播电视台转企改制无实质

性进展、 三网融合及广电省网整合

进度一直低于预期。 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认为，新

机构成立后， 下一步各地广电集团

下属的经营性资产全面企业化应该

是改革重点， 但这是否为各地出版

集团打开了并购或参股的大门，目

前尚难定论。 “浙江广电要转企改

制，本身它的体量就比较大，是否愿

意引进我们不好说。 ”浙报传媒董秘

李庆告诉记者。

其次， 文化企业要真正实现跨

区并购尚需时日。 中央一直力推文

化企业跨区域并购， 但地方政府阻

力仍然不小。 就算地方新闻出版局

和广电局合并完成后， 外省市企业

想要并购该地的出版或广电企业，

短时间内可能性也不大。 在地方官

员的眼中，宣传阵地和“肥水不流外

人田”观念根深蒂固，改变需要一个

比较漫长的过程。 当然，这也有待企

业的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推动力倒逼

他们改变。

第三，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浪潮

下，传统文化产品和新业态下的文化

产品如何融合发展，是行政主管部门

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目前，传统的纸质出版、报刊、广

播影视播出平台，已被完全颠覆。 苹

果、三星等手机厂商占据了智能终端

市场的主导权；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等电信运营商扼守着数字内容的接

入口；百度、新浪等互联网企业不断

蚕食内容生产商的市场份额，并改变

了用户获取内容的习惯。

新机构成立后，除了尽快消除行

业分割， 转变行政管理的观念外，还

需谋划新形势下现代传媒业的发展

路径。 “全媒体融合发展已经喊了很

多年，但传媒媒体和新媒体至今依然

没有有效、深度的合作发展，而且全

媒体、 全产业链也不是简单地把出

版、广电、网站组合起来，这需要产业

顶层设计和规划，真正培育出综合性

的大型传媒集团。 ”北京大学文化产

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说。

机构合并提供正能量

3

月

19

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正式成立。 诸多文化产业研究

人士认为，从结果来看，此次机构

合并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跨出的

重要一步，标志着文化领域的行业

分割问题将显著弱化， 原先图书、

报纸、有线、影视等行业将逐步实

现统一监管。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

振省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两部委

合并后，地方省市的新闻出版局和

广电局也将合并，这将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对文化企业的政策管制和

审批。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

表示，两部委合并为一个部委，不应

该是简单的

1+1=2

， 而是

1+1＞2

，这

种合并应该提供未来行业发展的思

路。比如，怎么让传统媒体在新形势

下转型升级， 怎么适应并结合新媒

体主动出击等。可以说，这种整合有

利于传统媒体做强做大。

陈少峰认为， 国有文化企业的

跨行业并购会逐步加快，且出版集

团并购广电资产的积极性会比较

高。 “目前，我国的出版产业总产值

已经处于峰值了，向新兴业态转型

迫在眉睫。 数字化浪潮下，出版集

团希望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

终端上发力， 打造全媒体内容业

态。 而电影、电视的传播效果更强，

更吸引用户，是新媒体业务的重要

内容之一。 ”

李庆表示， 并购是浙报传媒做

大做强的重要方式， 在未来政策利

好的背景下还会加大步伐。 在广电

业转企改制的过程中， 浙报传媒也

会积极参与， 可能会选择合适的市

级广播电视台作为标的。

不过，郝振省认为，在跨行业并

购中，省内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企

业之间的整合会相对容易推进，但

省际之间的企业整合还需要比较长

的时间。 “跨省并购，还是会碰到地

方政府的阻力。 这需要文化行政管

理体制的逐步推进， 以及地方政府

和企业观念的改变。 ”

新部委成立后，如何改革文化

管理体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据

郝振省介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下一步的工作将会把管理业务

融合度较高的司局整合，理顺职能

权限，更好地促进相关产业的快速

发展。

陈少峰认为， 这为那些已上市

的文化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

会。 它们在并购整合和业务拓展方

面更具优势，如果运作得当，加上政

策支持， 它们中间可能诞生大型综

合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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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

体制改革促进跨地区跨行业并购

综合性文化集团“胎动”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挂牌成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事实上，要改变已上市文化企业业务形态单一、产业链不全、跨地区跨行业并购不能有效突

破的现状，迫切需要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变革，打破区域垄断和行政阻力，促进文化企业开拓国内

外市场，增强活力和竞争力。

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的整合为一，意味着文化领域

的行业分割问题将显著弱化，图书、报纸、有线电视网、影视等文化子行业实现统一监管后，各子

行业间的相互渗透将显著增加，文化公司业务有望实现多元化，综合性的文化集团或将出现。

受困业务单一瓶颈

当前，

A

股市场上，文化类上市

公司数量偏少，流通市值偏小。上市

后的文化企业，由于业务形态单一、

产业链不全， 往往不能有效应对新

技术带来的冲击， 进而业绩增长乏

力甚至下降。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

发现， 不少传媒公司

2012

年度业绩

下降明显，且原因大都是传统出版、

印刷发行和广告收入下降。

粤传媒

2012

年业绩快报显示，

2012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18.76

亿元，

同比下滑

1.6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2.75

亿元，大幅下滑

26%

。

去年上半年，粤传媒完成重大

资产重组，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

将主要经营性资产广州日报报业

经营有限公司、广州大洋传媒有限

公司、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注

入到上市公司，公司资产质量大幅

提升，主营业务在广告代理、印刷

等业务基础上增加了广告经营、报

纸发行、网络服务等业务。 但优质

资产的注入依旧未能挽回业绩下

滑的趋势。

粤传媒表示，

2012

年利润大幅

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政

策、 广告客户投放行为变化等因素

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粤传媒在

2012

年的中报就将业绩有所下滑归因为

平面媒体广告业务下滑， 原材料和

人工成本上升。

事实上，印刷发行、广告代理等

传统业务已进入整体下滑的通道。

《成都商报》广告代理和印刷业务公

司博瑞传播业绩也出现大幅下滑，

其

2012

年年报显示， 公司实现净利

润

2.86

亿元，同比下降

27.44%

。 公司

表示，由于《成都商报》印刷量较少，

公司印刷业务利润下降

9.18%

；公司

的平面广告业务虽然收入同比增长

7.16%

，但由于业务拓展难度和投放

成本的挤压，利润滞涨。

而像中南传媒、长江传媒、时代

出版等出版公司， 尽管营收和净利

润年年有所增长， 但业务发展潜力

不大， 教材教辅出版依然是利润的

主要来源。

此外， 业务形态的单一造成了

上市募集资金无法发挥有效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

副教授高宏存表示，上市本身只是

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上市

后该干什么、如何利用融资是关键

问题。

高宏存通过研究发现， 国外大

型出版企业融资后， 主要用于兼

并、重组其他弱势出版企业，实现

低成本扩张，用经济手段调整出版

产业结构， 迅速形成规模效应；而

我国的出版业在融资后主要用于

出版社内部建设， 如用于出版、企

业

OA

系统的基本建设等，进行兼并

重组和大规模出版资源重新配置

的极少。

分析

2005

年至

2012

年部分上市

文化企业募集资金的用途， 博瑞传

媒、电广传媒、中视传媒、歌华有线

将大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这种资金使用方式不免有些 “大财

小用”。 从资金使用效果上看，电广

传媒投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项目

未达到预期效益； 歌华有线投资的

宽带社区网络二期工程、 北京各区

有线数字电视传输系统项目、 高清

交互数字电视基础应用工程等项目

也均未达到预期效益。

“挠痒” 式并购不解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新闻出

版、 广播影视等文化产品的传统形

态已经被颠覆， 以此为主业的文化

企业应加强新业态的培育， 加快转

型步伐，而捷径之一就是并购。

主管部委对文化企业跨地区、

跨行业并购一直持支持态度， 并出

台政策大力推进。 去年

2

月，原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发布 《关于加快出版

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

支持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

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培育多个年

销售收入超过

200

亿元的大型骨干

出版传媒集团。 去年

8

月，财政部发

布 《关于做好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工作的通知》，

支持中央文化企业作为兼并主体，

通过出资购买、 控股等方式取得兼

并企业所有权、控股权，或通过合并

成立新企业。

政策的扶持加上转型的内生

动力，让文化企业特别是上市文

化公司的并购重组活跃度逐渐上

升。 电影明星股华谊兄弟自

2009

年上市之后， 也向网游、 文化地

产等领域不断拓展。 浙报传媒自

2011

年

9

月借壳上市之后，就展开

了大规模的并购扩张，斥资

32

亿

元收购盛大网络旗下的两家游

戏公司 ， 收购私募股权投资公

司，参股华数传媒。对游戏“钟情”

的博瑞传播在去年

10

月斥资

10

亿

收购腾讯旗下的网页游戏公司北

京漫游谷。 一些出版公司也尝试

业务多元化，比如凤凰传媒收购

软件公司 ， 长江传媒涉足影院

运营。

然而，在文化企业的并购中，大

多数被并购的公司规模偏小， 且为

民营公司。从对业绩的贡献来看，被

并购资产只能算是对其主业的微小

补充，对主业结构、利润增长几乎没

有贡献。

博瑞传播转向游戏运营曾一度

被投资者看好，但其

2012

年报显示，

游戏收入

9365.9

万元，仅占其

13.5

亿

元的营业总收入的

6.9%

。 而一直在

分散其电影业务带来的经营风险的

华谊兄弟

2012

年报也显示， 其游戏

收入为

1030

万元，仅占其

13.86

亿元

的主营业务总收入的

0.7%

； 品牌授

权及服务收入为

4306.6

万元， 占主

营业务总收入的

3%

。

对于上市文化企业来讲， 这种

“挠痒”式并购并不能使其像新闻集

团等国外大型传媒集团那样迅速做

大做强。 其根源是现有的文化管理

体制下行业分割和行政区划分割尚

未被真正打破。

“报业出版企业不能涉足电视

制作、电影拍摄，电影公司也不可

以出版图书或报刊，浙江的报业企

业并购其他省市的报业企业也存

在地方政府的阻力。 国有文化企业

之间的并购，我们也是力不从心。 ”

浙报传媒董秘李庆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中南传媒上市之后，也曾试图

进入广播和电视等领域，但一直囿

于政策困扰而止步不前。 中南传媒

董事长龚曙光对政策不协调和行

业壁垒感触颇深：“出版、广电同为

文化产业的产品， 我们却人为分

割，一些重要的、优秀的资源不能

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导致相同产

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综合影

响力却无法企及。 我们经常说要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

化航母， 连媒介形态都不完整，怎

么造航母？ ”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

院长陈少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各地的国有出版集团、广电集

团的实质控制人均是地方政府，企

业人事任免、战略规划并没有完全

按市场化运作。 而且，文化企业是

当地政府的宣传阵地，若被另一个

地方的企业兼并，感觉像失去了阵

地和话语权，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

观念是跨区并购中一个非常大的

障碍。

挖掘新潜力

传媒公司并购提速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0

日，共有

12

家

文化传媒类公司发布

2012

年报。 中国证券报

梳理发现，影视类公司业绩增长较快，而报业

出版、 有线电视网类公司业绩出现下滑。 为

了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 它们都在加快并购

步伐。

影视公司并购加速

华谊兄弟

2012

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3.9

亿元， 同比增长

55.4%

， 归属母公

司净利润

2.44

亿元， 同比增长

20.5%

。 公司

表示， 报告期内公司上映的电影取得较好

的票房成绩，《画皮

2

》、《一九四二》、《十二

生肖》等

7

部影片在大陆地区的票房合计约

为

21

亿元， 电影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大

幅增长

197.96%

。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布局，华谊兄弟

加快了对外投资和并购的步伐。 公司以投

资参股的方式获得北京随视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

8%

的股权； 以投资参股形式持有华狮

盛典（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

拟用自有资金或贷款以收购股权的方式受

让取得

GDC Technology Limited

约

9%

的已

发行股权； 以投资参股的方式获得

AdBe－

yond Holdings Limited20%

的股权。

光线传媒

2012

年报显示， 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0.34

亿元，同比增长

48.13%

；归属母公

司的净利润

3.10

亿元，同比增长

76.47%

。

2012

年公司来自于影视剧领域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131.53%

，达到

6.45

亿元。 公司共投资、制作、

发行了包括 《四大名捕》、《人再囧途之泰囧》

在内的

12

部影片，全年实现票房约

16.1

亿，约

占全国国产片票房总收入的

20%

， 发行的国

产影片数量和票房收入位于行业第二。

公司在加强电视电影等优势内容的同

时， 通过外部股权收购等方式拓展互联网新

媒体渠道，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布局。

2012

年

8

月公司出资

1

亿元收购国内顶级的网页游戏

公司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

的股

权。

2012

年

10

月，公司对金华长风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其运营行业内知名的呱呱视频社区）

进行股权投资， 最终将持有金华长风

32%

的

股权。

2013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光线影业出

资

2500

万元，收购天神互动

2.5%

的股权。

出版报业公司转型

在业绩增长乏力或出现下滑的情况下，

几家报业、 出版类上市公司也开始谋划新的

盈利途径。

博瑞传播

2012

年报显示， 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3.56

亿元，同比增长

3.85%

；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2.86

亿元，同比下降

27.43%

。 公

司表示，由于市场拓展难度加大、成本上升，

加上新业务尚未达产创造利润， 因此公司业

绩出现下滑。

为此， 博瑞传播正在通过并购方式加大

转型力度。据公司方面透露，公司将推进全国

性户外媒体资源发展平台继续发展。

2012

年

2

月， 博瑞传播投资

1.26

亿元收购海南博瑞三

乐

60%

股权， 正式进军海南户外广告市场。

2012

年

7

月博瑞三乐成功竞标海南东环高铁

跨线桥和桥墩广告未来十年经营权， 该项目

预期收入将超过

2

亿元。

此外，公司将集中发展网游业务。

2012

年

10

月， 博瑞传播董事会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议案，拟发行不超过

1.2

亿股，募集资金不

超过

10.6

亿元， 全部用于收购北京漫游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公司表示，本次收购

将促进公司从传统媒体经营业务向新媒体运

营业务的战略转型， 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

新华传媒也提出广告业务转型新思

路———由传统“都市报

+

新华书店”定位拓展

至 “营销

+

数字出版

+

院线

+

电商

+

文化地产”

全媒体板块。

而北青传媒主要利润来源已经从原来的

集团内部印刷及贸易业务， 逐步过渡到了来

源于第三方的印刷和贸易业务。

证券简称

营业总收入

（万元）

营业总收入

同比增长率

（%）

净利润

（万元）

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

（%）

吉视传媒

１７６

，

３６０．３５３０ １６．４２３１ ３８

，

３４９．９７５１ ５．３８８０

长江传媒

３４８

，

５６９．２０９６ ３３．４８８６ ３２

，

６５６．３３４７ １６．５８３６

光线传媒

１０３

，

３８５．５３１５ ４８．１３２７ ３１

，

０２１．９９３５ ７６．４６５３

博瑞传播

１３５

，

６２６．８３１１ ３．８５２３ ２８

，

５７８．２９６８ －２７．４３７６

华闻传媒

４０９

，

５４２．００２３ ７．９４７７ ２６

，

９４４．６８１２ ５．３４５１

华谊兄弟

１３８

，

６４０．１５８２ ５５．３５９４ ２４

，

４４２．６５２４ ２０．４６７４

乐视网

１１６

，

７３０．７１４７ ９５．０２０６ １９

，

４１９．４１４２ ４８．１０２９

北巴传媒

２９５

，

２３２．９８７８ ２１．７８３７ １６

，

３５６．６２５６ －７．１８９７

广电网络

１７２

，

４００．３６４２ ２１．４７８９ １４

，

０１６．６０７５ ０．２１１５

天威视讯

８９

，

９９２．１６２７ ５．９３０３ １２

，

７６９．３０４７ ８．４３４１

新文化

３８

，

６０５．７０８４ １９．９０２７ ９

，

０５５．８１０７ ４４．６９２９

ＳＴ

传媒

７

，

６８１．６６１９ －１５．４８６８ １３６．１３５７ １０４．５５２６

部分传媒公司2012年业绩情况

数据来源：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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