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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数据显示，本届“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2019 年度合计主营收入
4346 亿元、净资产 5519 亿元、净利润 503 亿元，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
高，净资产首次突破 5000 亿元大关，净利润首次突破 500 亿元大关。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文化企业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提升自
身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019 年，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艺术品拍卖成
贫攻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努
交总额 86 亿元，连续 11 年领跑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
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逆势上扬的战绩惊艳业界。
双丰收，建成我国综合实力和核心竞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拥有 140 余家全资及控股
争力强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
企业，业务遍布国内 80 余个城市、全球 10 多个国家及地
正在线上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
区。多年来，保利集团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
益，多项业绩实现了行业领先。
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旗下的众多
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剧院院线平台。截至 2019 年底，保 “拳头产品”纷纷亮相。
利剧院院线业务涉及 2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60 座城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是全
市，经营管理一流剧院 68 家，全年演出 11239 场，平均上座
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行者，面对飞速变
率 73%，接待观众 1342 万人次。
化的业态环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格
拓展影城规模，加速电影产业布局。截至 2019 年底，拥
局，他们做优做强出版发行主业，创
有直投影城 73 家，实现票房收入 8.2 亿元，居全国影投第
新做大关联业态，综合实力位居同行业企业第一方阵。2019
11 位。
年发行集团全年发行图书 76.62 万种、55409.73 万册，其
围绕影响力、传播力、竞争力、生命力“四力”提升，
中，印刷发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擦亮叫响“出版豫军” 项目和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等
品牌。2019 年，集团出版图书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 36 家出
各类出版物合计 785 种、400 万余册。在巩固提升实体书店
版集团中位次同比提升 8 位；全年有 10 部作品入选第七届中
品质基础上，优化网上发行渠道，面向行业建设“物联网中
华优秀出版物获奖名单，总量较上届翻番，并列位居全国 36
盘”，业务覆盖 24 个省 （区、市），服务近 500 家零售商和馆
家中央和地方出版集团第 5 位；30 余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基
配商，旗下文轩网位居全国图书电商第三位、全国新华书店
金、年度中国好书等国家级出版奖项；启动 《中华文脉》 这
系统电商第一位。2019 年，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主营业务
一重大出版工程编撰工作；首次代表国家承办科伦坡国际书
收入 89.37 亿元，净利润 10.31 亿元，净资产 119.51 亿元，资
展中国展台；全年向海外地区输出版权 322 种，引进国家出
产总额达到 197.18 亿元。
版发行图书 124 种。
举办凤凰作者年会、发行 《江苏文库》、构建望山书局、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
推出 5G 大运河……2019 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两个效益”关键指标再创新高。2019 年度，
在出版业内多点开花，推出多个现象级产品，高质量发展取
集团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71.39 亿元，实现净利润 7.67 亿
得了新成效。
元，净资产 106.57 亿元。首次入选“全球出版 50 强”，企业
作为内容生产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致力于先进
的综合发展实力、核心竞争力、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文化的传承传播，用心用情做好每一本书，努力推出优秀产
近年来，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高质量融合发展
品。2019 年，他们出版发行了 《中国运河志》《江苏文库》
为要求，以游客为中心，持续深化内容创新创意和科技内核
等重点图书；52 项 （类） 图书 （选题） 获得省部级大奖或得
支撑，积极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质量，不断提升硬件建设，
到国家专项资金资助，获奖数及版权输出数实现新的增长；
加快从景区+演艺的产品型公司向聚合+开放的平台型公司转
凤凰新华销售规模、总资产规模、《纲要》 发行量均居全国第
型升级。
一；图书电商销售破 10 亿，进至行业前五。
2019 年营业收入 261175.3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019 年 ， 江 苏 凤 凰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东的净利润 133979.10 万元。其中演艺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88.2 亿元，同比增长 3.7%；扣非利润总额 31.67 亿元，同比
222834.09 万元，同比增长 12.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增长 28.5%；资产总额 570 亿元，同比增长 3.8%；净资产
净利润 104449.44 万元，同比增长 18.05%；归属于上市公
362.88 亿元，同比增长 12.76%，连续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7554.39 万元，同
30 强”
，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比增长 23.03%。
近年来，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不断以改革为动力提升市
宋城演艺抓住引爆用户群的“社交话题”、把品牌传递
场竞争力、以融合为路径促进全面转型升级，始终把社会效
“场景故事”化，利用小白等“红人资源”搭建情感纽带，把
益放在首位，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2019
内容通过抖音短视频和其他短视频渠道进行可视
化宣传，使得各景区成为当地热门打卡景区。
2019 年，安徽新华发行 （集团） 控股有限公
司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突出主业，积极探
索国有图书发行企业转型发展新路。全年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63.36 亿元，净利润 5.59 亿元，年末
净资产 135.25 亿元，总体经济规模连续 6 年保持全
国同行业第一。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在全国率先推出重点政治
读物发行服务创新体系，成功举办 《习近平新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学 习 纲 要》 安 徽 首 发
式，发行重点政治读物 500 多万册。积极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首创集设计、建
设、采购、运营于一体的 EPCO 模式，建设运营
六安公共图书馆，以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极大提
升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有关经验做法现
已在合肥、武汉、徐州、阜阳等地复制推广。
牵头制定的 《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服务标准》 经过
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为全国该领域首个行业
标准。
今天的中小学生，学习知识的方式不单来自课
8 月 12 日，2020 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全国各
本，线上线下的教材内容全面开花，充实着孩子们的大
大出版社汇聚书展现场，不同年龄的读者都可感受到书香魅
脑。面对教育方式的转变，作为国内出版行业的龙头企
力。图为一名读者在书展上挑选书籍。
业，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不断扩充教育类出版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领域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以图书、期刊、电子音像产品、
数字出版物出版和销售为主业，兼营电影院线、影视节目投
资制作和图书、期刊、教学仪器设备进出口等业务的出版
年，集团实现净利润 19.12 亿元，同比增长 6.16%；总资产
矩阵。
在紧紧围绕教育中心工作和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的基础
327.44 亿元，同比增长 9.28%；净资产 183.36 亿元，同比增
上，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守正创新，凝心聚
长 12.08%。
2019 年，江西省出版集团成功并购新兴文化产业上市公
力，稳中求进，推动发展，2019 年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司——慈文传媒，成为全国同业唯一拥有两家 A 股文化主业
和 经 济 效 益 ，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92.53 亿 元 ，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9.18 亿元。
上市公司和一家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出版传媒集团，形成出
为实现打造中国出版业有主导力的龙头企业、有竞争
版、影视、国际文化平台及游戏等文化产业板块优质发展、
互动融合的战略格局。
力的现代企业、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发展目标，中国教育
江西省出版集团还成功加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
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植根教
合作体，荣获中宣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进步奖，荣
育、繁荣文化、守正创新、追求卓越”的企业价值观，始终把
获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海峡两岸出版交流突出贡
献单位”
，文化产品出口额超 21 亿元，净利润超 6 亿元。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全面助力教育脱

今年 10 月 1 日，游客在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方特国色春秋主题乐园体验“成语童话”游艺项目。
“双节”假
期，
当地推出系列文化活动，
为市民及游客送上假日大餐。
郝群英摄（中经视觉）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科技的发展正在深刻影响和重塑人们的文化生活，文化力量也在不断
丰富科技的应用和表达。本届“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中，企业通过科技创
新，文化赋能，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成为文化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大数据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2019 年中国华
录集团有限公司立足于自身优势资源，积极拓展大数
据技术在文化基础平台建设领域的应用。着力推进城
市“数据湖”基础设施建设，已在全国 26 个城市实现数
据湖项目落地，总投资超过 375 亿元，可容纳文化类大
数据存储规模超过 2000PB。
2019 年华录集团入选“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十强”。目前，华录集团共获得授权专利 956 项，
其中发明专利 177 项、实用新型专利 622 项、专利 157
项；
办理登记软件著作权 1291 项。
近年来，
华录集团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推出了一批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实现了经济和口
碑双丰收，累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
奖、飞天奖、金鹰奖、白玉兰奖等各类奖项 330 余项。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
文化传媒产业集团，
也是国内领先的有线电视网络和新
媒体运营商，拥有全媒体和宽带网络业务牌照资源，
覆
盖海量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用户，
与阿里巴巴、华为、海康
威视、索尼、Discovery 等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及上下
游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业务遍及30个省（区、
市）。
近年来，
华数聚焦技术研发，
推进
“三网融合”
基础
设施建设及改造。加快网络改造优化，以百兆宽带和
4K 视频服务落地为目标，确定以“铜轴+光纤同时进
单元”
为接入网的主要升级改造模式，
逐步提升高清互
动视频服务能力。规模部署实施 IPv6，建设全球首个
IPv6 行业根服务器系统。华数所有的城域网、广播电
视光缆干线传输网也均已完成 IPv6 改造。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文化
科技领军企业，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方特
坚持“文化科技旅游”融合战略，大力发展“文化科
技主题公园”和以特种电影、动漫产品、主题演艺等
为主的“文化内容产品及服务”，构建了优势互补的
全产业链。参与多项国标起草与修订，承担多个国家
科技项目研究，拥有专利 474 项、商标 694 项、著作
权 584 项。
方特自有创意院、研究院、设计院三大机构，将中
华文化核心元素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攻克影视仿真
科技、超感体验、虚拟交互娱乐系统等全领域核心技
术，
提升文化创新传播力，
推动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2019 年，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收 49.35
亿元，同比增长 11.60%，净利润 6.78 亿元，同比增长
34.99%。公司连续 7 年入选“世界媒体 500 强”，整体
实力位居国内报业品牌第一。2019 年 3 月，被科技
部、中宣部等认定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单
体类）；10 月，被评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单体类）十强。
浙报传媒通过优化完善
“一核多平台多集群”
媒体
布局，主流媒体传播阵地进一步拓展，新媒体 680 多
个，日均发稿约 9000 条。全力打造的浙江新闻、天目
新闻、小时新闻三大客户端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显著提

高，
传播力位居国内同类媒体前列。
近年来，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文化+”模式，
深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电子科技及相
关业务投资，
现已在全国布局 60 余座城市，
管理和运营
近 80 家文化旅游景区，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 1309.82
亿元，
净利润 182.11 亿元，
净资产 1665.53 亿元。
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华侨城布局文化旅游和
新型城镇化项目。深度参与了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建设运营文旅综合项目
近 30 项，全球最大会展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
成并投入使用；
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打造以合
肥空港国际小镇为代表的“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新型
城镇化”建设模式；全力助推云南全域旅游，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
为加速文旅融合，创新文旅产品，华侨城还将商
业、文旅体验、生态环保等融为一体，顺德欢乐海岸
PLUS、昆明世博园改造提升、深圳欢乐港湾等项目顺
利推进。
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文化传播效果，始终是江苏
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目标。
2019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56590.42 万元、净利
润 37510.12 万元，年末有线网络数字化率 96.38%，净
资产 2233340.38 万元。
江苏有线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进行业
态创新，
“孝乐工程”
“地方新闻”
“电影院线”等一批有
影响力的精品内容陆续上线，
智慧党建、政府云计算中
心、广电物联网等民生服务项目进一步推广应用，
全省
应急广播平台系统、省益农信息社项目等示范性工程
顺利推进实施。
为了进一步强化技术研发创新，公司紧抓南京入
选全国广电 5G 试验建设 16 个试点城市的契机，谋划
推动公司 5G 网络试点建设，抢占行业技术高地。研
发以电视大屏为中心、以手机屏和电脑屏为入口的新
一代视频通话能力系统，更好地支撑智能语音相关内
容业态的推广。
在刚刚落幕的第三届进博会上，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推出的“B+心选 进博好物”计划，
遴选进博会优质商品，
为旗下大小屏用户打造
“所见即
所得”的消费体验，就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发展，
展现文化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坚强韧性的生动实例。
作为全国广电行业产业门类最多、产业规模最大
的企业之一，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聚焦重大项目、重大任务，紧抓“牛鼻子”，勇啃“硬骨
头”
，
挑战
“不可能”
。其中包括，
取得东方有线控股权，
助推 5G 背景下智慧广电版图新拓展；全国首个 8K 影
像实验室的揭幕，
明晰超高清规划线上线下联动布局；
全国首个智慧媒体示范园区东方智媒城等多个项目取
得阶段性成果，
承载文化产业要素集聚……
通过多元化经营，公司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3.45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43
亿元，
收入、利润规模居行业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