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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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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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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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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元（含税），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公司本年度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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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广网络 60099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宗文 谢娟 

办公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36号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36号 

电话 0851-84115592 0851-84115592 

电子信箱 dmb@gzcbn.com dmb@gzcb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运营，主要业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收视服务、数字

电视增值业务的开发与经营、数据业务、有线电视相关工程及安装、节目传输、终端销售等，业

务区域覆盖贵州省全境。公司大力发展数字电视、高清互动、个人宽带等三网融合业务，推进有

线无线融合网业务，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旨在打造全新的全媒体服务平台和家庭娱

乐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省、市、县、乡、村五级全程全网覆盖，持续推进“一云双网、一主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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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广电新体系建设，大规模实施雪亮工程、农村应急广播、新时代学习大讲堂、全省电子政

务外网工程建设，推进燃气智能抄表等物联网规模应用、阳光校园·智慧教育、远程医疗、智慧

城市及智慧旅游等融合创新型业务，集客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为全省城乡用户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界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和各类应用，具体如

下： 

1.基本收视业务。主要通过向全省用户提供基本广播电视节目，收取基本收视维护费。 

2.增值收视业务。通过高清互动点播平台，向用户提供影视、体育、生活、教育等多种类型的付

费电视节目和视频内容，收取增值业务收视费。 

3.信息发布（广告）业务。基于数字电视平台的信息发布业务，有偿为广告业主发布开机画面、

互动专区、游动字幕、邮件、音量条、换台条等信息，收取信息发布及广告费。 

4.数据业务。是指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高清监控、视频会议、集团局域网等网络互联和数据

传输等的信息化专用接入服务，收取传输服务费。 

5.宽带业务。通过为个人或单位用户提供宽带接入服务，收取宽带业务使用费。 

6.工程及安装业务。为个人用户、单位（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商、酒店）建设有线电视接入网络或

提供安装服务，收取网络建设、安装费。 

7.节目传输业务。公司将卫视频道、购物频道及省内各省市县自办频道信号传送到用户终端，提

高了频道的覆盖用户数，提升了频道的广告价值，收取落地频道传输费用。 

8.销售业务。通过销售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产品主要包括高清互动机顶盒、三网融合智能机顶盒和

数字电视机等，获得销售收入。 

9.智慧广电业务。依托公司基础网络及用户终端，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建设天网（雪亮）

工程、智慧医疗、智慧警务、农村应急广播、智慧城市、智慧旅游等智慧广电业务，获得系统建

设及传输服务费。 

 

（三）行业情况 

按照证监会行业划分，公司归属“I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分为有

线广播电视传输行业。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行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兼具公共文化传播、现代

传媒、公用事业、信息技术等行业特性。2019 年行业情况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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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慧广电及 5G 业务成为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9 年，广电网络行业紧紧抓住“智慧广电”这个核心要素，推进广播电视网络向宽带数据方向

拓展，加大光纤入户、IP 化改造，运用云计算、大数据、AI、IoT 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促进广电网

络向智慧化转型升级，承载更多面向用户的社会化服务，推动广播电视高质量创新性发展。2019

年，贵广网络抢抓全国第一个智慧广电综合试验区落地贵州，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试验区建设的

历史机遇，积极推动“一云双网、一主三用”的智慧广电新体系建设，得到了中宣部、国家广电

总局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报告期内，中国广电获得了 5G 牌照，并明确了业务开展的频段，广电 5G 试验网首批在北京、上

海、长沙、贵阳等城市试点。2019 年，公司在华为公司的支持下已完成 5G 试验网核心网建设，

疫情期间为贵阳将军山医院提供广电 5G 宽带上网服务及施工现场实时监控服务。 

2.传统市场面临的通信运营商竞争压力降低，但用户流失风险依然存在 

2019 年，通信运营商电视业务不再免费传输，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电网络行业面临的竞争压力，

但随着移动视频市场发展及用户消费习惯的改变，传统的有线电视用户流失的风险依然存在，广

电网络的服务必须向 IP 化、移动化方向发展。 

3.与通信运营商的关系从全面竞争转向区域合作 

报告期内，部分广电网络企业与通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开展了各层面的合作，贵广网络与中

国联通贵州分公司开展了联合营业厅、宽带业务、个人通讯、宾馆酒店固话合作、家庭视频等融

合业务，全年新发展农村融合用户 5 万多户，探索了一条与通信运营商竞合发展的新路子。随着

广电网络企业运营 5G 业务，与通信运营商在业务、网络及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或将成为广电

网络行业的普遍选择。 

4.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已成定局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整合工作，2018 年 8 月，中宣部牵头成立了网络整合发展领导小组。2019

年 2 月，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实施方案》。3 月，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正式将网络整合和升级改造方案列入 2019 年工作要点。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步伐加

快，“全国一张网”已成定局。继 2019 年 6 月中国广电获得 5G 牌照后，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向中国广电核发 192 号段公众移动通信网网号，为促进全国网络整合和广电网络后续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为公司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5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7年 

总资产 15,086,813,870.65 12,498,694,960.56 20.71 8,526,734,645.42 

营业收入 3,417,953,368.68 3,231,026,636.68 5.79 2,573,435,95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527,485.54 311,709,752.95 -31.18 441,825,06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788,553.52 294,118,588.06 -40.91 410,185,68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16,311,927.10 4,376,927,052.96 7.75 4,202,878,90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543,332.47 699,457,770.20 -70.33 652,401,87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0 -30.00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0 -30.00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7.25 

减少

2.43个

百分点 

10.9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38,415,690.68 899,420,479.73 647,209,484.56 1,232,907,7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680,115.99 94,390,216.17 20,742,018.30 43,715,13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454,764.72 82,392,986.88 -1,917,713.46 42,858,51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088,413.33 110,308,053.70 31,107,227.89 155,216,464.2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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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1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4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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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 121,423,728 11.55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0 64,759,321 6.16 0 无   国有法人 

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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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9,963,285 3.8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 26,642,190 2.5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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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2,438,810 18,561,190 1.7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0 8,325,684 0.7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01,825 3,278,932 0.3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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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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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1,795.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8,692.67万元，同比增长 5.79%。

公司营业成本为 233,623.9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5,985.20万元，同比增长 7.3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52.7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9,718.23万元，同比增长-31.1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贵州广电网络多彩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州天广智慧城市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贵州贵广惠教科技有限公司、贵服通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中安云网科技有

限公司 5 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投资设立而新增贵服通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非同一控

制下合并贵州中安云网科技有限公司等 2家子公司。 

详见本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本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