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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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0,837,738.71 16,150,742,838.12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66,805,747.94 4,555,842,439.03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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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8,723.94 54,789,503.78 -2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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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072,347.33 547,548,183.17 -1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622,126.06 -97,107,855.3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613,823.59 -102,074,007.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2.08 减少 2.1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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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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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4,681.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415,455.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25.00  

所得税影响额 -35,439.65  

合计 8,991,6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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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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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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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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国有法人 

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 61,263,752 5.8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52,584,993 5.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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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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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982,671 0.7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7,445,684 0.7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412,179 0.5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99,200 0.2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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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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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52,584,993 人民币普通股 52,58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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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982,671 人民币普通股 7,982,671 

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7,445,684 人民币普通股 7,445,684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412,179 人民币普通股 5,412,1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9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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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 年 3月 31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额 变动率 说明 

预付款项  90,291,968.88  63,394,488.98  26,897,479.90 42.43% 主要是器材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9,339,957.69  84,991,738.02  24,348,219.67 28.65% 主要是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779,292,351.41  596,335,051.06  182,957,300.35 30.68% 主要是用票据偿还应付账款所致。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变动额 变动率 说明 

研发费用  6,419,343.48  27,391,782.11  -20,972,438.63 -76.56% 主要是公司战略调整，减少整体投资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6,560,566.35  -5,052,350.12  -11,508,216.23 不适用 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008,723.94  54,789,503.78  -129,798,227.72 -236.90% 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款项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240,211.97  -459,646,209.55  187,405,997.58 不适用 主要是资产建设投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675,305.46  -79,752,405.71  468,427,711.17 不适用 主要是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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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