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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翟海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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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7,708,479.93 15,086,813,870.65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19,237,251.53 4,716,311,927.10 -2.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89,503.78 -27,378,573.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547,548,183.17 638,415,690.68 -1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107,855.38 55,680,115.99 -27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074,007.03 50,454,764.72 -30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1.26 
减少 265.0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2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0,996.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45,315.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7,118.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38.11  

所得税影响额 -4,510.92  

合计 4,966,1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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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7,4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贵州广播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443,274,686 42.15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1,423,728 11.55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64,759,321 6.16 0 无  国有法人 

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 61,263,752 5.83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39,963,285 3.8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1,631,050 2.06 0 无  国有法人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434,976 1.7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8,325,684 0.7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8,135,506 0.7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寿养老策略 4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92,592 0.52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贵州广播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443,274,686 人民币普通股 443,274,686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1,423,728 人民币普通股 121,423,728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64,759,321 人民币普通股 64,759,321 

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 61,263,752 人民币普通股 61,263,752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39,963,285 人民币普通股 39,963,285 

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1,631,050 人民币普通股 21,631,050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434,976 人民币普通股 18,434,976 

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8,325,684 人民币普通股 8,325,68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8,135,506 人民币普通股 8,135,506 

国寿养老策略 4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92,592 人民币普通股 5,492,5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

贵州广播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贵

州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与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晓

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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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额 变动率 说明 

货币资金  864,576,066.72   1,362,356,350.20   -497,780,283.48  -36.54% 
主要是归还短期借款和应付票

据导致 

应收票据  2,364,280.67   6,932,564.74   -4,568,284.07  -65.90% 票据到期承兑导致减少 

其他应收款  88,743,609.22   65,049,813.58   23,693,795.64  36.42% 主要是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403,250,208.08   517,944,468.74   -114,694,260.66  -22.14% 到期支付导致长期应付款减少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 年 3月 31 日 变动额 变动率 说明 

营业收入  547,548,183.17   638,415,690.68   -90,867,507.51  -14.2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51,074,562.56   38,312,277.94   12,762,284.62  33.31% 主要是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净利润 -97,707,774.39 54,548,701.98 -152,256,476.37 -279.12%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4,789,503.78   -27,378,573.88   82,168,077.66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9,646,209.55   -910,395,038.55   450,748,829.00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9,752,405.71   2,657,984,200.08   -2,737,736,605.79  -103.00% 

上期发行可转债、银行借款增

加，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及支付

利息导致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巍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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