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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

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

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赵惠芳 因在国外 刘永坚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时代出版 600551 科大创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红 卢逸林

电话 0551-63533050 0551-63533053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zhengquan@press-mart.

com

luyl@press-mart.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6,651,857,758.90 6,783,431,026.97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492,773,754.48 4,628,784,869.73 -2.9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5,840,253.77 -100,386,651.94

营业收入 3,052,935,742.71 2,950,017,537.11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3,603,013.47 170,924,177.92 -1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25,290.42 146,441,441.44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1 3.65 减少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37 0.3379 -1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37 0.3379 -10.12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35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45

300,725,

557

0 无 0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32

26,899,

106

0 无 0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4.25

21,500,

125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9 9,039,400 0 无 0

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50 7,569,216 0 无 0

陈新福

境 内 自 然

人

0.56 2,832,707 0 无 0

陈力

境 内 自 然

人

0.51 2,558,718 0 无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

国有法人 0.48 2,443,901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1,505,333 0 无 0

许建妹

境 内 自 然

人

0.25 1,252,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安徽出

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科聚高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有资料显示其他各

股东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0.53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3.49%；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4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10.13%。公司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求，坚持不懈提质增效，发展稳健，具体表现在：

1.聚焦市场开拓，精品出版实力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教材业务保持稳定，在原有代理教材的基础上，公司积极开拓新的

教材产品线，获得人教版“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 项目在安徽省的全权代理权。

报告期内，公司一般图书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产品线打造逐渐明晰，专业出版成

效逐渐凸显，少儿、美术、教育、科普等专业出版在细分市场表现良好。 《好好玩·祖先的

智慧典藏立体绘本·十二生肖》实现发货码洋超1100万；“我的世界” 系列总销售突破

200万册、码洋超过5000万元；《淘气包马小跳》等畅销常销产品规模进一步壮大，产品

线更加完善，品牌效应逐步增强。

2.聚焦项目支撑，发展动能获得新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发挥重大出版工程示范带动作用，项目建设更加扎实，发展动

力更加强劲。 《经山海》《一条大河波浪宽：1949—2019中国治淮全纪实》《绿色山峦》

3种图书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 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地方出版企业第一，

创近五年最好成绩；《辉煌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等14种重点出版项目入

选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规划项目， 3个项目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绩效考评中表

现优异，获得“特别优秀” 成绩，《金石篆刻学典籍丛刊》等4个项目获得全国通报表扬。

公司围绕重大时间节点、重大时代主题，着眼长远、积极谋划重大出版项目工程，储

备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

选题项目，另有《国家艺术》丛书、《熊秉明文集》等数十种重点图书正逐步推出。

3.融合发展成果不断显现，出版渠道进一步丰富

报告期内，公司及所属时代新媒体出版社、安徽教育网络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项目

“动态数字出版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

立足中、小、幼学生在线教育需求，通过将优质正版的教学资源和个性化服务有机结合，

为教师、学生、家长提供基于互联网与大数据的智慧教学新模式。 本次获得省级科技进

步奖， 是公司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的重要成果， 也是文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一次突

破。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时代数媒和科技社开发的“乐龄听书” 等项目获得2019中国数

字出版创新论坛“数字渠道创新应用” 奖。 公司出版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基地等5个项目

获得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基地资金扶持。公司紧紧围绕内容产品，推动内容资源

多层次开发、多样化呈现，玩具书、有声书、直播课、微电影等产品经济效益渐成规模，利

润贡献率进一步提升，少儿英语APP、幼儿电子教材等项目建设扎实推进。

4.聚焦做实做新，各业务板块实现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做稳做实传统业务、做新做强新兴业务，教育培训、印刷复制等

板块业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教育培训业务抢占先机谋发

展，连续六年中标合肥市教育局教师培训项目，为拓展合肥市县区级、校级教育培训项

目和其他地市教育培训项目产生了积极的标杆效应；积极推进面向小学的“课后三点

半” 项目，推出五大类37门“课后三点半” 课程，目前已覆盖多所周边重点学校。

公司印刷复制板块所属企业主动出击开拓市场，承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重点项目，业务进一步丰富，市场进一步扩大。 文化贸易业务

坚持防风险、稳市场、强质量，积极向主业靠拢，高端纸张、IP动漫、文具玩具进出口业务

成效明显。

5.回购股份顺利实施，规范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资本运作卓有成效，股份回购事项实施完毕，共计回购公司股份21,

500,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5%，彰显了发展信心。 2019年上半年，公司收到参股公

司分红派息、委贷利息收益及股权投资收益296.5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证券监管部门下发的最新法律法

规、监管函和内幕交易宣传材料，连同收集整理的其他违规案例材料共计79篇，提醒加

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等方面的学习。 公司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报告期内，四个

募集资金项目均顺利完成结项，增加流动资金近3100万元，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随后，于2017年5月2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财政部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以上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照规定对期初数进行了

调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更正金额、 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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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8日上午

9:00在公司一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从2019年7月28日起以传真、电子邮件和送

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独立董事赵

惠芳因在国外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刘永坚代为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

民董事长主持，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先后于2016年4月18日、2017年2月26日及2018年6月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

20日、2017年2月28日和2018年6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安徽出版集团” ） 申请3,

170.40万元委托贷款，用于公司相关重大项目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相关项目建设， 公司拟继续向安徽出版集团申请3,170.4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 安

徽出版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安徽出版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

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王民、程春雷、郑可、朱寒冬回避表决，与会其余董事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所属子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公司拟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出版

印刷物资有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5亿元、6亿元、6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提供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为27

亿元，担保期限为1年（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

告》）。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实施委托贷款项目的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委托中国光大银行合肥潜山路支行贷款给舒

城万佛湖旅游管理实业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期2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

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预计年化收益率为6.4%，按季付息；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 舒城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为本次委托贷款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委托贷款的公

告》）。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五、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六、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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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8日上午

11：00在公司一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从2019年7月28日起以传真、电子邮件和

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振球主持，

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监事，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进

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三)参与半年度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无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的行为发生。

(四)公司监事会和全体监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与会全体监事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先后于2016年4月18日、2017年2月26日及2018年6月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

20日、2017年2月28日和2018年6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安徽出版集团” ） 申请3,

170.40万元委托贷款，用于公司相关重大项目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相关项目建设， 公司拟继续向安徽出版集团申请3,170.4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 安

徽出版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安徽出版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

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与安徽出版集团关联交易，按照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规定进行，交易各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根据公平公正原则进行交易，程序合法，交易价

格公平、合理，无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与会全体监事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所属子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公司拟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出版

印刷物资有限公司及间接控股子公司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5亿元、6亿元、6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提供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为27

亿元，担保期限为1年（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

告》）。

与会全体监事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四、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与会全体监事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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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3,170.40万元人民币，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

入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

关联交易系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出版集团” ）为支持

公司业务发展而提供的委托贷款，风险可控。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1. 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6日和12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将持有的华安证券55,082,174股（占华安证券总股本比例为1.52%）股份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分批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 （请详见公司于

2018年12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银行” ）参股股

东，持有其103,693,816股（持股比例为0.85%），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安徽出版集团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1亿元追加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担保期限为1年（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控股股

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此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先后于2016年4月18日、2017年2月26日及2018年6月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

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4

月20日、2017年2月28日和2018年6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申请3,170.40万元委托贷款，用于公司相关重大

项目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相关项目建设， 公司拟继续向安徽出版集团申请3,170.4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

2.安徽出版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安徽出版集团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圣泉路1118号

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主营业务：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和投资业务以及对所属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依法实行资产或股权管理，融资咨询服务。二、对所属企业国（境）内

外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的出版及销售、物流配送、连锁

经营进行管理，图书租型造货咨询服务

主要经营业绩：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安徽出版集团经审计总资产947718.03万元，

净资产431286.91万元，营业收入617.66万元，净利润275.44万元（安徽出版集团本部主

要是管理职能，为非经营性单位，利润主要来自投资收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向安徽出版集团申请委托贷款3,170.40万元。

（二）委托贷款的具体方案

公司向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申请委托贷款3,170.40万元。 该笔委托贷款期限一

年，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委托贷款资金将用于公

司以下三个重大项目：

序号 具体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1 时代出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推广平台 1,300.00

2 新媒体融合发展 1,300.00

3 安徽新华时代云印刷 570.40

四、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是公司在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

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助于公司提升业务发

展水平，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

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向控

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民、程春雷、郑可、朱寒冬回避表

决，与会的其他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1. 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6日和12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将持有的华安证券55,082,174股（占华安证券总股本比例为1.52%）股份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分批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 （请详见公司于

2018年12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出版集团为徽商银行参股股东，持有其103,693,816股（持股比例为

0.85%），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安徽出版集团

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

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1亿元追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担保期限

为1年 （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此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此次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相关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其他董事全票通过；此次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增加公司资金实力，加快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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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科技” ）

2.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物资” ）

3.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物资”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拟为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提供金额为1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2.拟为全资子公司出版物资提供金额为6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3.拟按照80%的持股比例，为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物资提供金额为6亿元的银行综

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提供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为27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出版物资，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

物资提供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累计担保余额为23亿元，其中18.5亿元将于2019

年10月30日前陆续到期,4.5亿元将于2020年3月21日前陆续到期。此次公司为子公司银

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即为承接上述即将到期的担保额度及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求。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 出版物资及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物资进一步扩

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1.拟为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提供金额为15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2.拟为全资子公司出版物资提供金额为6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3.拟按照80%的持股比例，为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物资提供金额为6亿元的银行综

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1年。

具体授信银行、期限及金额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亿元

序

号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授信担保预案

分/支行名称 小计

时代科技

（一）

出版物资

（二）

时代物资

（三）

1 交通银行 合肥祁门路支行 1年 0.50 0.50

2 中国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0.50 0.50

3 农业银行 金寨路支行 1年 1.00 1.00

4 中信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4.50 2.00 1.50 1.00

5 杭州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5.50 2.00 1.50 2.00

6 光大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5.00 2.00 1.00 2.00

7 徽商银行 合肥巢湖路支行 1年 2.00 2.00

8 民生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1.00 1.00 -

9 浙商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2.00 1.00 1.00

10 华夏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1.00 1.00

11 浦发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2.00 2.00

12 东莞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1.00 1.00

13 九江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1.00 1.00

本年授信合计 27.00 15.00 6.00 6.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拟提供担保的所属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

代表人

经营范围

时代科技 16,500 尹翔

资产管理、运营、投资以及对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资产或股

权进行管理；项目引进、投资管理及科技平台支持；技术咨询

及转让；科技成果推广；电子和信息、化工产品、新材料、电工

电器、自动控制开发、生产、销售及咨询服务、技术转让；食用

农产品、纺织、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文化办公用品、有色金属、

钢材、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纸浆、木浆、

纸张、纸质品、木材、板材、医疗器械、工矿产品、煤炭销售；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广告及企业策划；对外经济、技术、贸易及

文化产业合作；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版物资 1,000 夏屹

印刷机械及配件、印刷器材、油墨、纸张、纸浆、机油、铅、锡、

锌、铜、铝、黄金、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汽车（不含小轿车）、工

艺品、塑胶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品除外）、劳保

用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日化用品、五金配件、电工电料、办

公用品、电脑耗材、煤炭、肥料、木材、机械和制冷设备、服装布

料销售，印刷技术咨询服务，印刷覆膜加工，进出口贸易（国家

限制和禁止的除外），印刷品上光加工，房屋租赁，印刷机械设

备及配件加工、维修、服务。 镍等有色、贵重金属的销售，粮油

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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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物资 1,000 夏屹

三类医疗器械批发；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零售。 焦化

苯、石油苯、丙烯、硫酸、环已烷、烧碱、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汽

油、柴油、燃料油、石脑油、蜡油、氯气、高纯盐酸、二氯乙烷、聚

氯乙烯、电石渣、氯丙烯、氯化氢、三氯丙烷、氯化钙、甲酸钠、

石灰粉末、硝酸、聚丙烯、异丙醇、苯酚和丙酮、丁醇、丙烯酸、

环氧丙烷、丙二醇、环氧氯丙烷、纯苯、甲苯、二甲苯、己二酸、

己二胺、己内酰胺、环己醇、环己酮、环己酮肟、硫酸铵、丙烯腈

和辛醇批发（无存储设备）。 煤炭、印刷机械及配件、印刷器

材、油墨、纸张及原辅材料、纸制品、日用百货、机油、纺织品、

化妆品、电子产品、灯具、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

气产品、家用电器、工艺礼品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机械设备、汽车（不含小轿车）、橡胶、化工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石油沥青、棉花、塑料、农产品批发、零售、计算机

网络系统集成工程；印刷技术咨询服务、印刷覆膜加工、进出

口贸易 （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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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拟提供担保的所属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1）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

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

款总额

流动负

债总额

资产

负债率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时代科

技

71332.39 75163.29

29787.8

7

75163.29

105.37

%

-3830.

91

229577.

92

-9732.58

出版物

资（本

部）

69342.36 59271.86 2000 59271.86 85.48%

10070.5

0

80486.6

1

-1624.58

时代物

资

52939.85 48131.37 7500 48131.37 90.92% 4808.48

132895.

66

10.04

（2）截至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

称

资产总

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

款总额

流动负

债总额

资产

负债率

资产净

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时代科

技

66787.14 65378.80

29133.7

3

65378.8

0

97.89% 1408.33

122176.8

5

513.69

出版物

资

（本部）

62852.59 52188.22 0

52188.2

2

83.03% 10664.37 26636.73 593.88

时代物

资

58455.46 52948.62 0

52948.6

2

90.58% 5506.84 51995.17 698.36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时代科技、出版物资、时代物资为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满足流动资金需求，拟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公司拟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为27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四、本担保事项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

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由于被担保对象时代科技、出版物资、时代物资

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 出版物资及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物资进一步扩

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

供总额27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风险较小，

可控性强。 公司将严格按照内部管理规章，进行重大事项的随时监控，升级资金管理系

统，逐级每笔监管；达到一定金额，必须提供有效担保和抵押，加强风险控制。 本次担保

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加公司盈利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经过谨慎研究后作

出的决定。 时代科技、出版物资、时代物资经营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财务风

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在所属子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所属子公司经营实际和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本次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可控性强，符合相关规

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出版物资，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

物资提供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累计担保余额为23亿元，其中18.5亿元将于2019

年10月30日前陆续到期,4.5亿元将于2020年3月21日前陆续到期。此次公司为子公司银

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即为承接上述即将到期的担保额度及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求。

上述担保余额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9.69%。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报备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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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

舒城万佛湖旅游管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城万佛湖” ）

●委托贷款金额：

舒城万佛湖委托贷款项目金额为10,000万元整；

●委托贷款期限：

委托贷款项目期限为2年；

●贷款利率：

舒城万佛湖委托贷款项目预计年化收益率为6.4%；

●担保：

1.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投担保” ）为舒城万佛湖委托

贷款项目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

2.舒城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舒城城投” ，舒城万佛湖母公司）

为本次委托贷款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一、委托贷款概述

1.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委托中国光大银行合肥潜山路支行贷款给舒

城万佛湖，委托贷款期2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

款预计年化收益率为6.4%， 按季付息； 皖投担保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

保。

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实施委托贷款项目的议案》。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1.借款人企业名称：舒城万佛湖旅游管理实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舒城县万佛湖镇

3.法定代表人：余力

4.注册资本：37,000万元

5.企业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6.主营业务:旅游产品开发与销售，旅游项目建设、景点开发、旅游接待服务。

7.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舒城万佛湖经审计总资产183,291.97万

元，净资产97,995.00万元，营业收入13,199.60万元，净利润4,866.82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 舒城万佛湖未经审计总资产206,267.76万元， 净资产100,

326.08万元，营业收入6,335.81万元，净利润2,331.07万元。

三、担保方基本情况

1.担保公司名称：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568359562

法定代表人：徐静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拾亿元整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东楼1703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业务， 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

业务。一般经营项目：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

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服务，项目投资。

舒城万佛湖委托贷款项目由中国光大银行合肥潜山路支行与皖投担保签署了保证

合同，皖投担保为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皖投担保注册资本10亿元

人民币，为安徽省属大型融资性担保公司，有较强的担保能力。

2.舒城城投为本次委托贷款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四、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实施上述委托贷款项目，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预期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周转，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皖投担保为本次委托贷款项目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 舒城城投为本次委托贷款

项目提供反担保。 上述委托贷款项目风险可控，保障措施充分有效。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间歇性资金量大、 闲置期长的特点， 为更好发挥间歇性资金效

益，公司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可以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公司所开展的各类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项目，均由省级国有担保

公司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保证了资金安全。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贷款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公告项目），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进行委托贷款的发生

额为5,600万元， 余额为9,600万元， 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07%。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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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524号）核准，本公司于2010年4月23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3,091.50万股A股股票，每股发行价为16.76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51,813.54万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1,709.87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50,103.67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6月22日全部到位。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会验字

[2010]3915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1）本公司2010年度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4,694.07万元；（2） 本公司2010年

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1,380.16万元，2011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8,881.29万

元，2012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7,683.27万元，2013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0,870.14万元，2014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4,690.50万元，2015年度直接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4,539.45万元，2016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850.87万元，因募投项目变

更用途， 用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3,154.44万元，2016年合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2,

303.57万元，2017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2,694.88万元，2018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8,462.08万元。 综上，累计直接投入金额共计51,592.27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由于公司2010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3,082.13万元（含

资金利息、理财收益和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

4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报告

期，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51,592.27万元，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形成利息和理财收益共计4,567.11万元， 募集资金本金余额为-1,

488.6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2019年6月30日实际余额为3078.51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遵循

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本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

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0年7月5日，本公司分别与徽商银行合肥分行天鹅湖支行、交通银行安徽省分

行、兴业银行合肥分行马鞍山路支行、光大银行合肥分行马鞍山路支行（以下简称“协

议银行” ）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的印刷技术改造项目实施方式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控股子

公司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印刷” ）增资。 2010年8月5日，公司

将徽商银行合肥分行天鹅湖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的11,493.58万元募集资金转入

新华印刷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验字[2010]4024号《验资报告》验证。 同日，新华

印刷与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2012年11月15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刷将印刷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

专户由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变更至光大银行合肥分行。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的数字出版项目实施方式为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原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以下简称“时代新媒体” ）

增资。 2010年8月30日，公司将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的14,700.00

万元募集资金转入时代新媒体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上述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验字[2010]4072号《验资报

告》验证。 同日，时代新媒体与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5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 以增加注册资

本的方式，将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其中5,000万元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安徽教育出版社

所属全资子公司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 同意时代新媒体将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由交

通银行合肥分行祁门路支行变更至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同意教育网络公

司在中国光大银行合肥分行开立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同日，时代新媒体与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2017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数字

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 同意拟将前期由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媒体” ）投资及拨付于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时代漫游” ）使用的3,500.00万元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由时

代新媒体变更为时代漫游（包括使用募集资金向时代漫游增资）。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

用主体事项于2017年8月25日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在会

议顺利通过并实施。 2017年12月25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漫游、保荐机构

平安证券及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出版策划项目

注*1

兴业银行合肥长江中路支

行（募集资金专户）

499050100100013959 7,591.79

北京出版基地

项目（原出版

物物流项目）

注*2

光大银行合肥马鞍山路支

行（募集资金专户）

76710188000063243 已销户

数字出版项目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专户）

3401098128100206689 2,260,061.71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定期户）

3401040160000571183 20,000,000.00

光大银行合肥万达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51270188000069235 8,517,399.96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募集

资金专户）

3401040160000036799 0.00-

印刷技术改造

项目

光大银行合肥马鞍山路支

行（募集资金专户）

76710188000093732 已销户

合 计 30,785,053.46

注*1：本公司于2011年12月接兴业银行合肥分行通知，因其对客户资源进行整合

调整，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由兴业银行合肥马鞍山路支行平移至兴业银行合肥长江中

路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名称和账户均维持不变。

注*2：根据本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出版物物流项目的议案》，原出版物物流项目变更为北京出版基地项目。

三、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51,592.27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 本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13,

242.08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103.67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407.5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592.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24.76%

承诺

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

重大变化

(3) ＝(2)

-(1)

(4)＝(2)/

(1)

出版

策划

项目

无

11,

502.5

5

11,

502.5

5

11,

502.55

-

12,

502.

04

999.49 108.69 - 949.92 - 否

数字

出版

项目

无

14,

700.

00

14,

700.

00

14,

700.00

-

14,

081.

56

-618.44 95.79 - 16.37 - 否

印刷

技术

改造

项目

无

11,

493.5

8

11,

493.5

8

11,

493.58

-

11,

766.

59

273.01 102.38 - - - 否

出版

物

物流

项目

是

12,

407.5

4

- - - - - - - - - 是

北京

出版

基地

项目

否 -

12,

407.5

4

12,

407.54

-

13,

242.

08

834.54 106.73 - - 否

合计 —

50,

103.6

7

50,

103.6

7

50,

103.67

-

51,

592.

27

1,488.60 102.97 — 966.2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项

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原募集资金项目 “出版物物流项目” 已于2011年变更为

“北京出版基地项目” 。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1-033和临

2011-037。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公司于2010年度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了变更，

将“出版策划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时代出版策划中心，将

“数字出版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时代新媒体，此次对部分

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变更， 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具体内容，不会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行造成不利影响，上述

变更业经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进行

了公告，公告编号：临2010－038。

公司于2015年4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出

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以增加注册资本的

方式，将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其中5,000万元的实施主体

变更为所属全资子公司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7年8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

主题的议案》，同意拟将前期由时代新媒体投资及拨付于时

代漫游使用的3,500.00万元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

主体由时代新媒体变更为时代漫游 （包括使用募集资金向

时代漫游增资）。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主体事项于2017

年8月25日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

事项顺利通过审议并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字（2010）第4025号

《关于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2010年8月10日止，新华印刷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印刷技术改造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4,

694.07万元， 新华印刷以募集资金4,694.07万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印刷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

事项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进行

了公告，公告编号：临2010－03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节余金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于2019年4

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由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

节余募集资金3,082.13万元（含资金利息、理财收益和尚未

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

务发展（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节余原因：1.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从项

目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数字出版募

集资金项目减少了对于数字出版内容版权的采购， 形成了

募集资金节余。 2．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对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取得

了一定的理财收益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

后的

项目

对 应

的 原

项 目

变更

后项

目拟

投入

募集

资金

总额

截至

期末

计划

累计

投资

金额

(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实际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投 资 进 度

(%)(3)=(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北京

出版

基地

项目

出版

物

12,

407.5

4

12,

407.5

4

-

13,

242.0

8

106.73 - - - 否

物流

项目

合计 —

12,

407.5

4

12,

407.5

4

-

13,

242.0

8

106.73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变更原因：出版物物流项目原计划投资募集资金12,407.54�万元，项目建设主要

内容包括：建设出版物仓储设备配置及物流体系管理信息系统，形成各类出版物

20�亿码洋的物流配送能力。 由于受安徽省公共水利基础建设———江淮运河影

响，该项目使用土地被合肥市政府征用，项目一直未能启动。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2011年度经公司认真研究，拟变更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向为北京出版基地

项目。北京出版基地项目对于公司利用北京的优势资源，提高出版主业选题策划

能力，提高图书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在全国乃至国际出版业的影响力，大大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决策程序：2011年10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版物物流项目的议案》， 上述议案在2011年10月27

日召开的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得到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1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版物物流项目

的议案》并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2011－037。

信息披露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1年10月10

日、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2011-033和临2011-037。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证券代码：

600551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新闻出版》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上半年度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数据概况（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去年 本期

增长

率

去年 本期

增长

率

去年 本期 增长率 去年 本期 增长率

出版

业

务：

自编

教材

教辅

52,

589.

87

59,

345.

72

12.8

5%

23,

372.

94

26,

335.

50

12.6

8%

16,

081.7

9

18,

059.64

12.30

%

31.19% 31.42% 0.23%

租型

教材

教辅

39,

596.

01

43,

892.

39

10.8

5%

24,

367.

31

26,

955.

90

10.6

2%

16,

989.52

18,

721.76

10.20

%

30.28% 30.55% 0.27%

一般

图书

78,

435.

59

84,

086.

74

7.20

%

23,

942.

41

25,

639.

95

7.09

%

16,

564.0

9

17,

816.45

7.56% 30.82% 30.51% -0.30%

期刊

杂志

4,

279.

59

4,

098.

28

-4.

24%

829.

84

790.

81

-4.

70%

659.78 681.9 3.35% 20.49% 13.77% -6.72%

发行

业

务：

一般

图书

19,

130.

27

19,

437.

87

1.61

%

8,

851.

34

8,

970.

52

1.35

%

7,

553.36

7,

631.18

1.03% 14.66% 14.93% 0.27%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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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8月3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8月30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一楼第二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8月30日

至2019年8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8月9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

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

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

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51 时代出版 2019/8/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9年8月26日（8:30-11:30，13:30-16:30）时代出版会议文件

编号：DSH-06-42，日期：2019-08-08。

（2）登记地点：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15楼证券法务部

（3）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

有委托人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

和本人身份证。

（4）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委托人的书面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本人身份证

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5）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19年8月26日（或之前）将上述资料传真至本公司，

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

六、 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自理，会期半天。

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红、严云锦、卢逸林、方蓉蓉

电话：0551-63533050、63533053

传真：0551-63533185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号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邮编：230071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