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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 WINSHARE PUBLISHING AND MEDIA CO., LTD.
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1）

2013年中期業績公告

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中相關規定而編製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
期間」）未經審核的合併業績連同2012年同期之相關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5 2,141,036 2,048,018
銷售成本 (1,254,856) (1,157,753)

毛利 886,180 890,26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43,250 81,497
銷售及分銷開支 (443,378) (470,879)
行政開支 (230,956) (206,619)
其他開支 (62,243) (41,15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45 (1,941)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溢利（虧損） 1,201 (3,562)
融資收入淨額 7 263 3,297

除稅前溢利 294,362 250,901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372 (631)

期間溢利 6 294,734 250,270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07,804 272,284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070) (22,014)

294,734 250,270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元） 10 0.27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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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 294,734 250,270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的公平值收益（虧損） 1,870 (3,739)

期間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1,870 (3,739)

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296,604 246,531

下列人士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9,674 268,54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070) (22,014)

296,604 24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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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56,294 1,819,099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金 217,872 221,575
投資物業 20,616 21,554
商譽 506,368 506,368
其他無形資產 62,103 63,51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72,144 231,881
於一家合營企業的權益 104,039 102,839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 1,155,400 1,153,530
遞延稅項資產 36,048 35,878
長期預付款項 85,036 92,793
委託貸款 – 34,0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4,315,920 4,283,031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727,776 662,39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9,786 486,605
存貨 1,136,005 982,838
短期投資 215,000 –
質押銀行存款及受限制現金 63,636 71,584
現金及短期銀行存款 1,726,192 2,176,995

流動資產總值 4,228,395 4,3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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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2 65,000 68,00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3 1,837,571 1,668,569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46,030 1,564,458
應付股息 311,949 –
應付稅項 1,761 2,311

流動負債總額 3,262,311 3,303,338

流動資產淨值 966,084 1,077,07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282,004 5,360,109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135,131 1,135,131
儲備 3,691,945 3,382,234
擬派股息 – 340,5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827,076 4,857,90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47,192 396,116

權益總額 5,174,268 5,254,020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03,271 100,152
遞延稅項負債 4,465 5,937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7,736 106,089

權益及非流動負債總額 5,282,004 5,3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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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是於2005年6月1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為四川新華
發行集團有限公司（「四川新華發行集團」）重組的一部份。有關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詳情
載於本公司於2007年5月16日刊發的招股說明書（「招股說明書」）。

於2007年5月30日，本公司H股（「H股」）於聯交所上市，並向公眾人士發行406,340,000股
H股，包括369,400,000股新股份及36,940,000股由本公司內資股（「內資股」）轉換的H股。
由於部份行使招股說明書所述的超額配股權，本公司於2007年6月7日向公眾人士額外發行
32,361,000股新H股及3,236,100股由內資股轉換的H股。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人民南路一段86號12樓。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出版物及相關產品的出版及發行業務。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四川新華發行集團（一間在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為本公司的
母公司。由於四川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四川省國資委」）按四川省政府的指示於
2009年對所管轄的公司進行重組，設立了四川發展（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四川發展」），
並將持有的四川新華發行集團的股權轉至四川發展，致使四川新華發行集團成為四川發展
的全資附屬公司。由於四川發展乃由四川省國資委全資擁有，本公司為四川省國資委實際
控制。

2. 編製基準

本期間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所需的所
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1 主要會計政策

除某些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述外，編製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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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採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以下與編製本集團中期簡明合
併財務報表有關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在其他實體中權益的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合併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在其他
 實體中權益的披露：過渡指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於2011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於2011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列報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至2011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除以下所述外，於本期間應用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內報告的金額及╱或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
有關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披露的單一指引，並取代先前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所載的有關規定。其後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作出修訂，要求須在中期簡明合併財
務報表內作出若干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範圍廣泛，除少數情況外，其適用於其他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對「公平值」重新定義，將其定義為在現時市況下於計量日
在一個主要（或最有利的）市場按有序交易出售一項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
將支付的價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項下的公平值為平倉價格，不論該價格是
否直接可觀察或使用另一項估值技巧作出估計。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載
有全面的批准規定。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已追溯應用新的公平值計量及披
露規定。公平值資料的披露載於附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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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列報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引入綜合收益表及收益表的新術語。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第1號（修訂本），綜合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收益表更名為損益
表。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保留在單一報表或兩份獨立但連續的報表列報損
益及其他綜合收益的選擇權。然而，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求於其他綜合
部份作出額外披露，以使其他綜合收入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被重新分類為損
益的項目；及(b)在滿足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其他綜合收
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修訂並無改變可選擇按稅前或稅後列報其他綜
合收益項目。

有關修訂本已追溯應用，因此，簡明合併收益表的名稱已更改為簡明合併損益表，
而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則更改為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3. 增值稅政策

根據中國增值稅（「增值稅」）法規，本集團縣級（包括縣級城市）及以下之發行網點，就於
當地銷售出版物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的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增值稅。該項稅收優惠政
策已於2012年12月31日到期，目前國家財政、稅務等有關機構尚未出台繼續享有豁免繳納
增值稅的政策，因此，本集團於2013年上半年按照有關增值稅法規向當地稅局申報繳納增
值稅，但本集團不排除未來政府為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出台增值稅優惠政策的可能。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業務線劃分為業務單元。呈報予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等管理層（即主要經營決策
者）的資料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言，側重於業務線的種類。

於2012年前，本集團按其內部組織呈列其經營分部：

產品： 出版物的編輯及出版

中盤： 向第三方出版商及產品分部大批購入出版物，並分銷予圖書批發
商、徵訂分部及零售分部

徵訂： 向學校及學生發行教材及助學類讀物

零售： 圖書及影音產品零售

其他： 網上分銷出版物、銷售美術品及物業開發，其單獨達不到可報告分
部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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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下半年，本公司重組其內部組織，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代表分部管理層）監
察發行業務，本公司擁有另一個管理部門（代表分部管理層）監察出版業務。於重組內部
組織後出版及發行單位各自為一個經營分部。可報告分部的變動如下：

出版： 圖書、期報刊、音像製品及數字產品等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服務及
物資供應

發行： 向學校及學生發行教材及助學類讀物，出版物零售、分銷及互聯網
銷售業務等

其他： 教育、影視投資、藝術品銷售等單獨達不到報告分部定義的業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分部資料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報方式。

上述呈報的分部收益及其他收入指來自外部客戶、已分配其他收入及已分配利息收入和分
部間銷售的收益，其於合併時抵銷。分部溢利即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經扣除公司職能的
未分配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可供出售股本投資的股息收入、短期投資之收益及出售附屬
公司之收益。總部及公司開支乃從有關計量中扣除。該計量方法於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時
須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

分部間銷售乃採取不同分部實體共同議定的價格。

就監管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的資源而言：

分部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股本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原因為
有關資產乃按組別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稅項負債、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原因為有關負債
乃按組別管理。

由於本集團99%以上的收益源自中國客戶，而其99%以上的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呈
列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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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可呈報經營分
部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出版 發行 其他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及其他收入
向外部客戶銷售 244,917 1,841,919 54,200 2,141,036
分部間銷售 450,032 – 22 450,054
其他收入 26,270 50,461 8,447 85,178

721,219 1,892,380 62,669 2,676,268

分部間業績對銷 (450,054)

2,226,214

業績
分部業績 106,897 112,168 (1,799) 217,266

分部間業績對銷 41,226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12,743
未分配開支 (30,986)
短期投資收益 3,119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股息 50,994

除稅前溢利 29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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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重列）

出版 發行 其他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及其他收入
向外部客戶銷售 234,752 1,801,352 11,914 2,048,018
分部間銷售 184,434 – 569 185,003
其他收入 28,172 29,476 3,415 61,063

447,358 1,830,828 15,898 2,294,084

分部間業績對銷 (185,003)

2,109,081

業績
分部業績 51,147 139,749 (11,132) 179,764

分部間業績對銷 74,890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4,713
未分配開支 (33,325)
短期投資收益 2,981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股息 21,878

除稅前溢利 250,901

5.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是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有關稅項以及退貨備抵及商業
折扣，並已對銷所有集團內公司間的重大交易。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貨品銷售 2,141,036 2,048,0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資助 8,347 16,222
租金收入總額 5,968 4,839
佣金收入 32,159 15,494
短期投資收益 3,119 2,981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股息 50,994 21,878
其他 42,663 20,083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143,250 8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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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間溢利

本集團的期間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51,366 47,660
確認土地使用權的預付租金 3,730 2,34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8,372) (2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淨額 (1,654) (84)
物業經營租賃最低租金付款 55,634 45,36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23,312 9,074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20,392 15,06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其他僱員福利 257,594 225,892
 離職後退休金計劃供款 46,444 39,540

304,038 265,432

售出存貨成本 1,254,856 1,157,753

7.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8,341 9,138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2,193) (5,841)
其他應付款產生的利息攤銷 (5,885) –

263 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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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處及經營的稅務司法權區產生或賺取的溢利，按獨立法律實
體基準繳納所得稅。由於本集團本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收入，因此並無就香港
所得稅計提撥備。根據現行中國所得稅法，除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所獲稅務優惠外，本
集團須按其各自的應課稅收入以企業所得稅稅率25%繳稅。

企業所得稅之（抵免）撥備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1,270 1,073
遞延所得稅 (1,642) (442)

(372) 631

於2009年3月，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佈財稅[2009]34號通知（「通知」），據此，合
資格作為文化企業或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文化企業的實體於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
日期間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通知，本公司及十五家附屬公司符合資格作為文化企業，本公司及兩家附屬公司於
2009年至2013年獲授企業所得稅豁免，其餘十三家附屬公司於2010年至2013年期間獲授企
業所得稅豁免。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無）。

10. 每股盈利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人民幣307,804,000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72,284,000元）及已發行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1,135,131,000股（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129,898,807股）作出。

本集團於呈列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未呈列全面攤薄後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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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一般向客戶提供不超過270天的信貸期。

以下為以貨品交付日期及服務提供日期（與確認收入的相關日期相若）為基準及經扣除呆
賬撥備及銷售退貨後，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71,832 481,466
三個月至六個月 443,107 96,167
六個月至一年 81,930 63,643
一年至兩年 23,173 15,522
兩年以上 7,734 5,596

727,776 662,394

12. 計息銀行借款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 40,000 23,000
銀行貸款－無抵押 25,000 45,000

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總額 65,000 68,000

分析為：
 須於下列期限償還的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
  一年內 65,000 68,000

減：分類為流動負債的部份 (65,000) (68,000)

非即期部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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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為免息，一般於一年內結付。

於2013年6月30日的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以發票日期為基準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856,769 786,714
三個月至六個月 360,064 374,760
六個月至一年 325,326 242,470
一年至兩年 137,666 138,768
兩年以上 157,746 125,857

1,837,571 1,668,569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金額為人民幣147,855,000元（2012年12月31日：人
民幣165,290,000元）。

14. 資產抵押

本集團將其部份資產抵押，以獲取銀行借款和其他銀行融資。資產抵押的概要如下：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金 29,486 29,825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639 –
應付票據的質押銀行存款 42,766 51,312

107,891 8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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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乃按持續基準以公平值計量。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的部份金融資產乃按公平值計量。下表列示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產
的公平值的資料（尤其是，所使用的估值方法及輸入資料），以及公平值計量所屬的公平
值等級架構級別（等級1至3）（基於公平值計量的輸入資料為可觀察的資料等級）。

等級1 公平值計量乃根據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計算所得；

等級2 公平值計量乃根據除第一級別所包括報價以外而就資產或負債而言屬可直接
（即作為價格）或間接（即來自價格）觀察輸入資料計算所得；及

等級3 公平值計量乃計入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無法觀察輸入數據）的資產或負
債的估值方法得出。

於下列日期的公平值 公平值 估值方法及
金融資產 2013年6月30日 2012年12月31日 等級架構 主要輸入資料

於財務狀況表內
 列作可供出售
 投資的上市股本

人民幣
648,847,000元

人民幣
646,977,000元

等級1 於活躍市場所報的
 買入價

董事認為，於2013年6月30日，於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按攤銷成本入賬的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彼等公平值相若。

16. 出售附屬公司

於2013年3月，本公司以現金代價人民幣29,777,000元出售所持有的四川文軒教育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文軒教育投資」）的51%股權予成都銘賢教育投資有限公司（獨立第三方）。於
出售時，文軒教育投資持有海南海文前景投資有限公司（以附屬公司入賬）51%的股權，
以及巴中蜀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由於文軒教育投資缺乏單方面控制權，故以聯營公司
入賬）51%的股權。

17. 中期期間結算後事項

董事會已於2013年7月10日通過一項決議案，據此，本公司建議出售聯營公司成都鑫匯實
業有限公司（「成都鑫匯」）34%的股權。該建議隨後於2013年7月18日獲四川省國資委及
其他法定授權機構批准。於2013年7月29日，本公司按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的規定就出售
其於成都鑫匯34%的股權開始公開招標過程。截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止，該股權轉讓尚未
完成。

於2013年8月27日，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已經董事會批准
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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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概況

為加快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文化體制改革持續深入推進。中央政府明確提出將推
動新聞出版產業轉型升級、支持出版傳媒企業兼併重組、鼓勵出版傳媒企業走向
資本市場拓展融資渠道，以及健全現代出版物市場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
序的出版物大市場。政策層面的強力推進，為進一步打破行業壁壘，實現跨區域
和跨媒體的業務整合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行業總體發展態勢來看，2013年上半年出版傳媒產業增加值持續增長。出版傳
媒企業積極推進數字化轉型，探尋數字出版領域的發展模式。

經營業績及財務表現

本期間，本集團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21.41億元，期間溢利人民幣2.95億元，與
2012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4.5%及17.8%；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3.08億
元，較2012年同期增長13.0%；本集團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27元。

根據中國增值稅稅收優惠政策，本集團縣級（包括縣級城市）及以下之發行網點，
就於當地銷售出版物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增值稅。鑒於
該項優惠政策已於2012年12月31日到期，且有關增值稅優惠政策的新文件尚未出
台，本集團現按照不繼續享受增值稅免徵優惠政策向主管稅務局申報納稅及進行
會計核算。但本集團不排除未來政府為了繼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出台新的增值稅
稅收優惠政策，而本集團將繼續享受有關優惠政策的可能。2012年上半年，本集
團因享受增值稅免稅優惠政策帶來的銷售收益及溢利分別為人民幣1.17億元及人
民幣0.45億元。

收益

本期間，本集團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21.41億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20.48億元
增長4.5%；若剔除2012年上半年增值稅免稅因素，銷售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
10.9%，主要得益於本集團發行分部的徵訂業務、商超業務、互聯網銷售業務以
及新拓展的職業教育業務等帶來的本期間收益的增長。

毛利率

本期間，本集團毛利率為41.4%，較去年同期43.5%下降2.1個百分點，主要受發行
分部銷售結構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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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析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去年同期各業務分部之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各分部銷售佔抵銷分部間
銷售前收益的比率

分部對外銷售佔
合併收益的比率

2013年 2012年 變動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 % % %

出版分部
 外部銷售 244,917 234,752 4.3 9.4 10.5 11.5 11.5
 分部間銷售 450,032 184,434 144.0 17.4 8.3

合計 694,949 419,186 65.8 26.8 18.8

其中：印刷及物資
    供應 170,796 163,099 4.7 6.6 7.3

發行分部
 外部銷售 1,841,919 1,801,352 2.3 71.1 80.7 86.0 88.0
 分部間銷售 – – – – –

合計 1,841,919 1,801,352 2.3 71.1 80.7

其中：徵訂 1,283,550 1,303,747 (1.5) 49.5 58.4
   零售 402,124 393,733 2.1 15.5 17.6
   商超 56,393 34,784 62.1 2.2 1.6
   互聯網銷售 81,253 51,055 59.1 3.1 2.3

其他分部
 外部銷售 54,200 11,914 354.9 2.1 0.5 2.5 0.5
 分部間銷售 22 569 (96.1) 0.0 0.0

合計 54,222 12,483 334.4 2.1 0.5

抵銷分部間
 銷售前的收益 2,591,090 2,233,021 16.0 100.0 100.0

抵銷分部間銷售 (450,054) (185,003) 143.3

合併收益 2,141,036 2,048,018 4.5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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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去年同期各業務分部之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出版（包括分部間收益） 192,403 27.7 122,705 29.3
 其中：印刷及物資供應 12,223 7.2 3,837 2.4
發行（包括分部間收益） 633,024 34.4 683,022 37.9
 其中：徵訂 453,288 35.3 506,919 38.9
    零售 150,760 37.5 152,277 38.7
    商超 14,815 26.3 6,826 19.6
    互聯網銷售 8,495 10.5 9,010 17.6
其他（包括分部間收益） 19,632 36.2 3,298 26.4
分部間收益抵銷 41,121 不適用 81,240 不適用

總計 886,180 41.4 890,265 43.5

出版分部

本集團出版分部涵蓋了圖書、期報刊、音像製品以及數字產品等出版物的出版、
印刷服務及物資供應業務。公司繼續加強教育產品和服務一體化管理，及對大眾
原創產品的專業化分工，成果進一步顯現，2013年上半年有4種圖書榮獲第四屆中
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

本期間，出版分部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6.95億元（含分部間銷售），其中，對外部
客戶銷售實現的收益為人民幣2.45億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2.35億元略有增長。

出版分部毛利率為27.7%，較去年同期29.3%下降1.6個百分點，主要受毛利率相對
較低的代印品種銷售佔比較上年同期上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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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分部

本集團發行分部涵蓋了各渠道商品的統一採購、配送，向學校和學生發行教材及
助學類讀物，出版物的零售、分銷及互聯網銷售業務等。

本期間，發行分部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18.42億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18.01億元
增長2.3%。

發行分部毛利率為34.4%，較去年同期37.9%下降3.5個百分點，主要受徵訂業務毛
利率下降以及毛利率相對較低的商超業務、互聯網業務銷售比重較上年同期有所
增加的影響。

徵訂業務

徵訂業務包括本集團向學校和學生發行教材及助學類讀物，以及向中小學校提供
中小學教育信息化服務（「優課數字教室」）。

本期間，徵訂業務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12.84億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13.04億元
下降1.5%，剔除2012年上半年增值稅免稅因素的影響，徵訂業務實現銷售收益較
去年同期增長6.4%，主要受循環教材改版及定價提高、教材品種增加，以及發行
字典類工具書導致助學類讀物銷售增長影響；此外，本集團大力推廣的「優課數
字教室」業務本期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6,000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9.9%。

徵訂業務毛利率為35.3%，較去年同期38.9%下降3.6個百分點，主要因銷售結構變
化的影響。

零售業務

零售業務包括門店零售業務、團購業務以及中小學圖書館配送業務（「館配業務」） 
等。面對網絡書店和數字出版對傳統圖書零售業務的衝擊，本集團繼續實施完善
賣場功能、豐富聯營商品品種、開展渠道增值業務等措施推進中小門店的業態升
級，以促進門店零售業務銷售增長。

本期間，零售業務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4.02億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3.94億元增
長2.1%。

零售業務毛利率為37.5%，較去年同期38.7%下降1.2個百分點，主要受本期間團購
業務銷售佔比上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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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業務

本集團穩步推進商超業務，拓展超市網點，積極優化各區域的網點佈局。本期
間，商超業務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5,600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3,500萬元增長
62.1%。

商超業務毛利率為26.3%，較去年同期19.6%上升6.7個百分點，主要因採購成本的
下降以及銷售策略的調整的影響。

互聯網銷售業務

伴隨國內電子商務市場消費規模快速增長，本集團加強互聯網業務基礎設施建
設、創新營銷方式，互聯網銷售業務延續了高速增長的發展態勢。

本期間，互聯網銷售業務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8,100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
5,100萬元增長59.1%。

互聯網銷售業務毛利率為10.5%，較去年同期17.6%下降7.1個百分點，主要受市場
競爭的影響。

其他分部

本集團其他分部涵蓋了本集團教育、影視投資、藝術品銷售等單獨達不到可報告
分部定義的業務。

本期間，其他分部實現銷售收益人民幣5,400萬元（含分部間銷售），較去年同期
人民幣1,200萬元增長334.4%，主要得益於本集團新拓展的職業教育業務本期間實
現銷售收益約為人民幣5,000萬元。

其他分部毛利率為36.2%，較去年同期26.4%上升9.8個百分點。

費用及成本

銷售及分銷開支和行政開支

本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和行政開支合計為人民幣6.74億元，較去年同
期人民幣6.77億元基本持平，若剔除公司2012年底新拓展的職業教育業務的運營
費用影響，本期間本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和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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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本期間，本集團的其他開支為人民幣6,200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4,100萬元增
長51.2%，主要受本集團本期間計提撥備增加的影響。

融資收入淨額

本集團本期間的融資收入淨額為人民幣26萬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330萬元減少
304萬元，主要受本公司附屬公司四川文軒卓泰投資有限公司（「四川文卓」）應付
四川聯合經濟學校的款項按市場利率貼現確認的融資費用的影響。

溢利

本期間，本集團的溢利為人民幣2.95億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2.50億元增長
17.8%，主要因發行分部徵訂業務業績的增長以及取得本公司參股公司的投資分
紅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3.08億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2.72億元增長
13.0%。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每股盈利人民幣0.27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0.24元增長
12.5%。有關每股盈利的計算，請參閱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10。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短期銀行存款約人民幣17.26億元，及本公
司附屬公司的計息銀行借款人民幣0.65億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計息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為
39.4%，與2012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比率39.4%持平，本集團總體財務結構仍較
為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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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份的資產、負債、收益、成本及費用均以人民幣列支。因此，管理
層相信本集團須承擔的外匯風險極低，亦無作出任何外匯對沖安排。

營運資金管理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6月30日

流動比率 1.3 1.5
存貨週轉天數 154.1天 152.8天
應收貿易賬款週轉天數 59.2天 57.1天
應付貿易賬款週轉天數 255.0天 242.1天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3，較2012年6月30日1.5略有下降，主
要由於本公司附屬公司四川文卓的大部份資產為物業及設備等非流動資產，流動
資產較少，流動比率較低導致。2013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存貨周轉天數為154.1
天，應收貿易賬款周轉天數為59.2天，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周轉天數為255.0
天，均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重大投資概況

本公司附屬公司四川文卓吸收合併成都中卓投資有限公司，已於2013年6月28日
完成相關手續。吸收合併完成後，四川文卓的股權架構保持不變，該合併不構成
本公司的任何權益的轉讓。

本期間，本公司獲得參股公司四川外語學院成都學院及安徽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2012年度股息收入分別為人民幣2,600萬元及人民幣1,059萬元；此外，根據參
股公司成都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6月24日的股東會決議，本公司確認2012年
度股息收入人民幣1,440萬元。

本期間，本公司轉讓了文軒教育投資51%的股權，相關手續已辦理完畢；轉讓了
海南創享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海南創享」）33.8%股權，相關手續正在辦理中。此
外，本公司擬轉讓成都鑫匯34%股權，目前該項股權轉讓按照中國法律法規的規
定，正在進行公開掛牌出讓中。

於2013年6月，本公司之聯營公司貴州新華文軒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通過其股東會決
議，決定以2013年7月31日為清算基準日進行清算註銷。截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
止，該事項尚未完成。

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其他對外重大收購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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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在國家深入文化體制改革，積極推動出版產業新興業態發展和傳統出版業轉型的
背景下，本集團將繼續推進出版發行主營業務深度整合，不斷優化和提升出版物
的市場競爭力、渠道服務能力及互聯網銷售運營能力，穩步推進本集團向教育信
息化產品提供商和教育信息化運營服務商轉變，實現傳統主營業務的穩步提升。
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推進產業業態創新和傳統業務向新型業務的轉型升級，
形成傳統出版發行業務與新興數字業務並舉的文化產業發展格局，進一步增強本
集團的市場競爭力和持續發展能力。

此外，結合本公司未來發展戰略，本公司將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推進A股上市
發行工作。目前，本公司A股發行相關工作處於有序推進中。

資產抵押

有關本集團於2013年6月30日的資產抵押情況，請參閱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
註14。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採納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以規範董事及
監事的證券交易。經向本公司各位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及監事
均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適用條文之規定。



24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不派發中期股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了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
方式列明其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中期業績公告所載之本集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並就財務報告事項與本公司管理層進行了溝通和討論。
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合併財務報告的編製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
出適當披露。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網站(www.winshare.com.cn)。2013年中期報告將於
2013年9月30日或以前寄發予股東，並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龔次敏

中國‧四川，2013年8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a)執行董事龔次敏先生及羅勇先生；(b)非執行董
事張成行先生、羅軍先生、張鵬先生及趙俊懷先生；以及(c)獨立非執行董事韓立
岩先生、莫世行先生及麥偉豪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