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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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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维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蔡其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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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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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8,283,847.92 1,424,982,164.67 -1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879,832.65 8,593,05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2,824,184.40 -32,790,67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912,825.20 34,649,983.50 4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0.08% -1.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135,665,612.39 22,398,640,520.40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08,499,126.52 11,054,534,287.76 -1.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07,908.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938,729.1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12,563.87  

债务重组损益 539,825.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3,499.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88,683.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39,491.76  

合计 30,944,351.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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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部分创业投资及管理收益 -68,352,653.36 

创投业务已成为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因此本公司未将本期下列投

资收益作为非经常性损益：(1)本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534,815.17 元。(2)本期金融工具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13,823,135.47 元。(3)本期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由于公允价值变动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2,710,604.00 元。上述合计金额-68,352,653.36 元未作为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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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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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广电网络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6% 236,141,980    

海南首泰融信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7% 35,061,112    

程燕 境内自然人 1.08% 15,361,000    

彭伟燕  0.91% 12,912,055    

衡阳市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0.85% 11,988,651 11,988,651   

赵芝虹 境内自然人 0.76% 10,805,000  质押 6,000,000 

常德市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0.57% 8,063,837 8,063,837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0.48% 6,803,275    

颜建 境内自然人 0.39% 5,580,000    

永州市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0.39% 5,506,525 5,506,52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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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6,141,980 人民币普通股 236,141,980 

海南首泰融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5,061,112 人民币普通股 35,061,112 

程燕 15,3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61,000 

彭伟燕 12,912,055 人民币普通股 12,912,055 

赵芝虹 10,8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5,000 

陈卫东 6,803,275 人民币普通股 6,803,275 

颜建 5,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80,000 

李桑 4,5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595,500 

李渊杰 4,280,015 人民币普通股 4,280,015 

赵芝伟 4,257,548 人民币普通股 4,257,5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其余股东之

间，本公司未知其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自然人股东程燕通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5,361,000 股。 

2、自然人股东陈卫东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6,017,575 股。 

3、自然人股东颜建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5,580,000 股。 

4、自然人股东李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534,600

股。 

5、自然人股东赵芝虹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500,000 股。 

6、自然人股东李渊杰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280,015 股。 

7、自然人股东赵芝伟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257,548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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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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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加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14,379,146.98 9,046,520.21 105,332,626.77 1164.34  主要是广告收入收到的

应收票据增加 

其他应收款 500,008,784.06 754,545,322.87 -254,536,538.81 -33.73  主要是收到武汉东原债

权转让款2.2亿元减少 

在建工程 524,587,709.84 403,768,106.59 120,819,603.25 29.92  主要是有线电视网络资

产投入增加 

应付票据 727,900,610.75 545,102,980.54 182,797,630.21 33.53  主要是广告业务短期贷

款减少，应付票据增加 

应付职工薪

酬 

139,821,977.78 230,495,744.90 -90,673,767.12 -39.34  主要是支付了期初应付

未付的薪酬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636,715,692.26 1,198,322,963.51 -561,607,271.25 -46.87  主要是长期借款到期偿

还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加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67,189,461.64 90,899,874.71 -23,710,413.07 -26.08  主要是银行贷款减少影

响利息支出减少 

其他收益 34,775,102.60 4,788,999.42 29,986,103.18 626.15  主要是增值税加计抵扣

增加和湖南光网政府补

助增加 

投资收益 15,118,426.25 88,909,910.38 -73,791,484.13 -83.00  主要是本期股权投资业

务投资收益较少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82,710,604.00 0.00 -82,710,604.00   主要是沃尔德、龙软科

技公允价值下跌所致,

上年同期按公允价值计

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损

失 

4,192,983.69 0.00 4,192,983.69   主要是收回应收帐款冲

回信用减值损失及按会

计准则要求报表格式变

化影响 

所得税费用 16,192,700.49 8,796,621.83 7,396,078.66 84.08  主要是利润结构变化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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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加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支付的各项

税费 

42,443,195.17 60,227,784.89 -17,784,589.72 -29.53  主要本年收入减少及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上交数 

收回投资收

到的现金 

13,622,056.12 69,727,110.00 -56,105,053.88 -80.46  主要是上期收回结构性

存款较多 

取得投资收

益收到的现

金 

16,270,514.51 9,387,894.39 6,882,620.12 73.31  主要是本年达晨财智收

到的分红较多 

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94,854,378.87 144,160,977.03 -49,306,598.16 -34.20  主要本年因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网络工程支付数

较上年数减少 

投资支付的

现金 

243,503,901.00 810,915,700.00 -567,411,799.00 -69.97  主要是上期购买结构性

存款较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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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衡阳市广播

电视台等 97

家局（台）方

股东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97 家局方股东就避免与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电广

传媒之间发生同业竞争的

事项，出具了《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规范与网络公

司交易承诺函》，主要内容

是：电广传媒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本单位下

2012 年 09 月

01 日 
9999-12-31 

截至本公告

发布之日，上

述承诺方未

出现违反该

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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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有线电视网络资产全部

进入上市公司，本单位将

把电广传媒作为有线电视

网络业务资产整合的平

台，将来不会在任何地方、

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

于独立经营、合资经营、

合作经营或拥有在其他公

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

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电

广传媒构成同业竞争的有

线电视网络业务。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3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

aspx?src=http%3A%2F%2Fstatic.cninfo

.com.cn%2Ffinalpage%2F2020-03-17%

2F120738011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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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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