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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7007                         转债简称：湖广转债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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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湖北广电 股票代码 0006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晓斌（代行）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1 号（楚商

大厦） 
 

传真 027-86653873  

电话 027-86653990  

电子信箱 hbgddongmib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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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基于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向社会公众和集团客户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其中，面向公众客户提供数字电视、高清互

动电视、宽带接入、符合TVOS标准的电视+互联网应用服务，面向政企等集团客户和商业客户提供专网服务、行业信息化

应用建设服务，同时提供政府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电信普遍服务。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如下： 

（1）电视收视业务、宽带业务。通过电缆、光缆等方式，向个人或集团有线电视用户提供经国家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

准的收视频道传输服务、向个人或集团用户提供高速访问互联网、VPN专线、MSTP专线以及热点区域WIFI覆盖等服务，并

收取相应服务费用。（2）节目传输收入。一是通过电缆、光缆等方式，为经国家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的收视频道提供面

向最终用户的传输覆盖服务，并收取相应服务费用。二是通过电缆、光缆等方式，向其他具备接入网运营资质的单位提供经

国家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的收视频道信源传输服务，并收取相应服务费用。（3）信息化应用业务。为政府、企业及相关

机构提供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平安城市、电子政务、雪亮工程、视频会议等项目建设及相关服务。（4）商品销售收入。依

托公司自有营销渠道承接各类实物商品的批发转零售或代销代售，并产生相应销售收入。（5）广告业务。基于广电网络自

有媒体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大屏资源、自有线上渠道资源、营业厅展板及LED屏资源等），面向广告业主提供广告图文、

视频等信息的制作及发布服务，并收取相应服务费用。 

（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7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6亿元，比上年

同期减亏35.37%。  

 一是升级产品优化用户结构。丰富产品矩阵，推出“宽带电视”、“广电看家”、“两个中心进万家”等公集客融合新品，

研发推广以5G+应用集客产品、文化专网产品及视频监控类产品等。其中“两个中心进万家”荣获湖北省媒体融合创新案例评

选“技术创新类先进案例”奖，“北斗+5GNR广播创新应用服务平台”入选武汉市首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组织开展“开门红”、

“用户节”、“年终冲刺及春节抢收”等主题营销活动，大力推进产品创新，持续优化用户结构。  

二是政企业务能力稳步提升。2021年度招募省级ICT合作伙伴236家，提升集客项目中标、落地和运营能力；取得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ISO270001、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ISO20000、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提升项目投标软实力；同网信办签署了

共同推进湖北省数字乡村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参与5G+NR广播与信息服务国家广电总局省重点实验室项目、对接省住

建厅、省通管局深度参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提升拓展省级集客重点项目综合实力。 

三是重大项目不断推进。推进国网华中区域流量交换中心、5G核心网华中节点、国网华中区域中心重大战略项目落户

湖北，华中文化大数据中心合资运营顺利推进；完成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标识二级节点项目的立项工作；与“长江云”协作，着

力跟进开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服务，已成功参与多家融媒体中心项目建设；积极响应乡村振兴，创新打造“两个中心进

万家”本地信息化平台。 

四是降本增效持续深化。进一步强化质量效益导向，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全面实施全成本管控和降本增效。公客业

务建立产品成本核算体系，明确价格红线；集客业务制订毛利核算返还政策及内部成本结算机制，按单项目核算，确保每一

个项目利润率达标；严格成本和资金管控，引导存量资源复用，降低成本，提升整体利润；实行预算全链条管理、全过程控

制，严控成本、精准投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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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1,830,519,043.20 11,673,737,358.98 1.34% 11,864,787,40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71,497,043.50 6,149,072,459.87 -4.51% 6,783,635,608.0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171,956,939.12 2,383,677,070.04 -8.88% 2,624,932,42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160,357.28 -690,293,492.69 35.37% 102,926,99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7,960,927.27 -632,046,811.14 21.21% 22,640,84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511,291.66 614,376,949.98 -49.13% 290,194,982.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71 36.62%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71 36.62%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10.67% 3.25% 1.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0,622,757.14 510,029,241.55 450,186,259.90 671,118,68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362,237.88 -24,298,420.45 -114,991,589.49 -249,508,10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952,540.63 -40,775,954.29 -115,955,215.14 -284,277,21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013,092.89 7,999,577.34 63,923,100.98 325,601,706.2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8,10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74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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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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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11.56% 117,217,386 0   

湖北省楚天数字

电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3% 109,880,373 0   

湖北省楚天视讯

网络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87% 100,090,620 0   

中信国安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2% 76,278,905 0 质押 76,278,905 

湖北楚天金纬广

播电视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0% 58,856,372 0   

楚天襄阳有线电

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 35,676,007 0   

武汉有线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20,184,386 0   

武汉市江夏区融

媒体中心（武汉市

江夏区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1.71% 17,361,165 0   

武汉盘龙信息网

络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6% 16,872,376 0   

武汉市新洲区融

媒体中心 
国有法人 1.39% 14,122,6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楚天视讯等四家公司均为湖北广播电视台控制的企业，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之情形。2、

武汉有线为武汉台全资子公司。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参与转融通业务，将 19,356,700 股出借给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湖北省广播

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

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疫情

防控债) 

20 湖北广电

(疫情防控

债)MTN001 

102000214 2020 年 03 月 05 日 2025 年 03 月 04 日 100,000 3.95% 

湖北省广播

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湖广转债 127007 2018 年 06 月 28 日 2024 年 06 月 28 日 37,055.17 1.50%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年6月15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湖北广电(疫情防控

债)MTN001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2021〕4141号，湖北广电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20湖北

广电(疫情防控债)MTN001”信用等级为AA+。 

2021年6月15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

级报告》〔2021〕4140号，湖北广电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湖广

转债”债券信用等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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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49.37% 46.36% 3.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9,248.03  -61,208.74  19.5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24% 1.50% 3.74% 

三、重要事项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说明 

2020年8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4,494.53 万元（含本数）。 

2020年12月1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3222号），证监会依法对公司

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20年12月10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3222号)。2021年1月7日，

公司与中介机构在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后，编制完成了反馈意见回复，并按照相关要求在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后

将书面文件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张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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