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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9-03 

债券代码：112638        债券简称：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2018〕第 252 号《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2月收到深交

所发来的《关于对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

第 252号），经深交所审核，现回复如下： 

一、请你公司对与华为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商业契机、拟进入 5G 领域的原

因及可行性论证情况进行补充披露，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配备及储备、相应资质、

资金来源、技术专利等，并分析 5G 领域的行业竞争情况、平均盈利水平及其与

你公司现有广告代理、网络传输服务等业务的协同效应，充分提示你公司进入

该业务领域的风险、合同执行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向我部报备经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回复： 

（一）电广传媒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商业背景 

1. 三网融合 

三网融合是国家战略，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

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通过技术改造，使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

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成为业内趋势。广播电视网是三网

融合的主体，是广电进军电信业务，特别是移动通信业务的重要力量。湖南有线

集团（电广传媒旗下营运有线网络实体）是全国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单位之一。 

2. 智慧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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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国家广电总局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智慧广电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用 3-5年时间，让广播电视在内容制作、分发

传播、用户服务、技术支撑、生态建设以及运行管理等方面智慧化发展协同推进，

使其发展的广度、深度显著增强，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广播电视在国家数字经济

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 

电广传媒根据“智慧广电”战略的新要求、立足国网整合新格局，以推进广

播电视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深化广播电视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为重点，推

动广播电视网络从“数字化”向“智慧化”发展。 

3. 5G应用发展 

在全国“智慧广电”建设现场会上（2018 年 11 月 22 日，贵阳），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聂辰席表示：“工信部已经同意广电网参与 5G建设，

国网公司（国家广电总局组建并管理的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国网

公司”）正在申请移动通信资质和 5G 牌照。”鉴于国家层面要求国网公司对全

国网络行业进行整合，国网公司拥有 5G 牌照将具有行业性，这标志着广电网络

行业即将具备通过 5G技术开展移动通信业务的资质。 

自三网融合以来，湖南有线集团在移动通信业务方面一直存在短板，此次国

网公司申请 5G 牌照对于公司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将可能产生两个质的提升，一方

面是可以进入移动通信领域，弥补了有线网络业务的短板；另一方面是可以以

5G 的高标准进入移动通信及物联网等多个领域。 

4. 多年的合作与信任 

自湖南有线集团成立以来（2007 年），华为公司就是其主要的技术设备供

应商，双方在网络传输、数据网络、业务平台等各个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此次与

华为的 5G 战略合作是在前期合作的技术基础、信任基础以及合作成果之上的延

续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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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进入 5G应用领域的原因及可行性论证 

1. 公司进入 5G应用领域的动因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下，以及湖南省委、省政府

振兴湖南广电发展“四轮驱动”战略之一的“以有线网络为支撑的移动互联网板

块”等一系列政策利好的背景下，公司认为，5G 已具备基本概念和技术标准，

硬件和软件跟进迅速，产品和市场的方向基本成形。在此背景下，电广传媒的有

线网络业务将迎来难得的商业契机，公司将积极利用“技术驱动市场”的方式抢

占发展先机。 

2. 公司进入 5G应用领域的可行性论证 

（1）人员配备及储备 

湖南有线集团现拥有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且大部分具有中高级职称，在技

术人员配备上有坚实基础；全省拥有 103家子公司、1家干线长途传输公司以及

1家云数据公司，拥有光缆干线 12000多公里。无论是省干网、城域网和接入网

的网络体系上，还是“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全省一张网

的运营体系上，都具备开展 5G 应用业务基础承载网的网络储备。湖南有线集团

现拥有在网用户近 500万户，高清电视用户 240万户，宽带用户 110万户，双向

接入用户 220万户，拥有 5G应用业务落地的用户储备。  

（2）相应资质 

湖南有线集团拥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经营许可证》、《广播电视视频点播

许可证》、《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等广电、电信行业资质证书，于 2017年 11

月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同意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

展基于有线电视网的互联网接入业务、互联网数据传送增值业务、国内 IP 电话

业务的批复》，如果国网公司获取 5G牌照，这将标志着广电行业准入 5G领域，

湖南有线集团通过合作可以进入 5G应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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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方面，电广传媒将通过自有资金、与第三方合作、资本市场募集、

银行借贷等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运营 5G业务的资金。 

（4）技术专利 

目前，5G 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全面商用尚需一些时间，公司尚未具备 5G

类技术专利，但合作伙伴华为公司积累了相当数量的 5G 技术专利，通过战略合

作公司将可能成为这些技术专利的应用者。 

（三）5G领域的行业竞争及平均盈利水平 

1. 行业竞争 

虽然 5G牌照没有正式发布，但是，电信运营商、国家电网等都已经布局 5G，

并已经在一些城市开展试点。因此，目前暂未形成成熟的竞争格局。 

2. 平均盈利水平 

由于该业务刚刚开展，目前尚无法判断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但可以初步判

断广电行业5G应用业务的比较优势。广电在运营5G应用业务上至少有两大优势：

一是700MHz的黄金频段。用这个频段可以委托中国铁塔低成本快速部署5G网络，

实现优质的覆盖；二是广电系（网络+电视台）拥有得天独厚的内容优势。可以

说 VR、AR类视频应用一定是 5G时代的核心应用之一，广电系统企业在制作内容

方面优势明显，如果再加上拥有 5G的传输资源，内容版权+网络，这样的组合更

有竞争力。 

（四）与公司现有广告代理、网络传输服务等业务的协同效应 

1. 5G与广告代理等业务的协同效应 

公司广告代理业务主要是与各地电视台展开的，并不与 5G 技术关联，但是

将来在广告制作的 VR 化、广告发布的精准化等方面却有足够的产业空间，形成

新的广告业务生态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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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G与网络传输服务等业务的协同效应 

有线网络参与三网融合竞争主要在 4G 时代，这个阶段，电信运营商拥有技

术控制权和业务主导权，在市场、资金、人才等方面有先发优势，有线网络难以

实现发展超越。目前面临三个“红利”： 

一是“发展”红利。湖南有线集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即将从国家层面上获

得移动通信运营的资格，从“固网”向“固网+移动网”发展，增添广大市场空

间。同时，在此基础上，国网公司如获得 5G 牌照，将具有高起点、易规划、无

历史投资负担等优势，并且与 5G 技术世界领先、国内第一的华为公司合作，可

以扩大发展优势，降低发展风险。在国家层面准入、省级层面支持、运营层面具

备的优势叠加下，发展前景广阔； 

二是“政策”红利。其一，湖南有线集团运营的有线网络作为“党网政媒”

具有公共服务属性，是宣传思想文化主阵地、主渠道、总阀门，可信赖度高。5G

应用具有最可靠的民生基础、政府基础；其二，湖南有线集团运营的有线网络在

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历经改革发展，实现了全省统抓统管，其可管可控、

安全绿色等特点和优势愈发显著。5G 对于网络安全的极高要求有高度保障；其

三，国家和省级政令不断升级，近年以来相继出台了湖南省委宣传部 39号文件、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 73 号文件等政策，我省正在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

通升级工作，明确了到 2020 年有线广播电视实际入户率达到 60%、保障公众聚

集场所有线广播电视接入开通全覆盖等战略部署。这对于 5G 应用的快速覆盖、

低门槛入户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加速了推广； 

三是“用户”红利。基于 5G 技术与“智慧广电”建设的融合创新应用，其

一，结合 5G技术提升 4K高清节目内容在终端的高速下载能力，有利于全面系统

开发移动端基于高质量 IP的产品和应用。并且，IP应用价值的提升与市场认可

又会促进内容升级，从而激发优质内容的内生活力，解构重构 IP 新业态、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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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二，5G 技术带来的带宽提升可以为有线网络现有 500 万存量用户提供更

高质量、更多业态的视频应用服务，有利于单一视频业务向智慧视频应用领域发

展，同时在智慧城市等项目上升级发展；其三，可适时将湖南有线用户转化为广

电 5G手机用户，向移动通信业务领域高起点叠加发展。 

目前，湖南有线集团已与华为公司共同制定了《5G 网络三年发展规划》，

主要包括：4.9G无线网络实验网、全省 700M 基础无线网络、全省移动网接入回

传、全省省干传输改造工程、全省核心机房及配套光缆建设改造、全省核心网

IMS、全省核心网 EPC等 7大建设项目。 

（五）公司进入该业务领域的风险 

公司发展 5G 应用业务主要风险有三个方面：一是资金风险。建设项目所需

巨额资金筹措难度大，可能延误业务时机。我们将主要通过社会资本引入、信贷、

行业内合作、政府补助等方式筹集资金，采用滚动开发的方式积极审慎推进；二

是市场风险。市场拓展可能不如预期，发展节奏可能不被完全掌控。公司将通过

扎实推进存量用户的平移、升级，以及增量用户的开发、细分等方式，深入垂直

领域的布局与落地；三是投资风险。5G 网络建设需要大额投入，投资有效性不

确定性较大。这也是本次公司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动因，利用华为作

为全球顶尖通信技术提供商在技术、市场、业务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帮助公

司厘定发展和建设方向，梳理业务和产品规划，培养专业人才。 

考虑到以上风险因素，本次合同执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你公司于 5 月 11 日披露了与华为公司共同签署共建共营 AMI(AI 人工智

能/MR 混合现实/IP 知识产权)数据中心的合作协议，公告显示该事项进展情况

为“正在推进”。此外，你公司近年与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

相关方曾签署多项战略合作协议，亦未见具体进展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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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对近四年来签署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逐项予以详细说明，包括但

不限于：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公告披露索引及履约进展情况等，如无明

确进展的，请对暂无进展的原因、前期签署框架协议的必要性、合理性作出合

理的解释。 

回复： 

公司对近四年签署的框架协议进行了梳理，主要情况如下： 

序

号 
签约单位 

协议签

署时间 
生效条件 公告披露索引 进展情况 

1 
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1

日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8-34 《关于

与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

告》 

状态：正在推进。 

与 2018年 12月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后期

合作项目基于相同的

基础网络规划与建

设），具体进展按公司

有关 5G 网络三年规划

建设的推进情况。 

2 

湖南省体育

局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 

2018 年

5月 4日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8-33 《关于

湖南有线集团与

湖南省体育局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

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状态：正在推进 

湖南有线集团已经

推进落地有线营业网

点作为体彩线下网点

购彩渠道；完成了电视

体彩 TV 端（安卓版）

及 H5 产品的开发工作

并内测完毕；积极试点

布局智慧体彩，致力于

创新购彩方式，提升购

彩体验。 

3 
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

2017 年

9月 8日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7-33 《关于

与中国电子信息

状态：正在推进 

2017 年 9 月下旬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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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约单位 

协议签

署时间 
生效条件 公告披露索引 进展情况 

有限公司 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

告》 

南有线集团部署 SDAP

安全数据监测平台服

务十九大网络安全保

障工作。 

2018 年中国电子免

费提供 SDAP软件和相

关安全技术人员，圆满

完成了湖南有线集团

在“元旦”“春节”“两

会”“互联网大会”“上

合会”“国庆”“进博

会”等重大会议期间的

网络安全播出保障任

务。湖南有线集团与中

国电子共同支撑了湖

南省 2018 年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应

急演练等等。 

4 

广东省广播

电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月 20

日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6-86 《关于

湖南电广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与广

东省广播电视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状态：暂无具体业务

合作 

签署战略协议是基

于谋划广东、湖南两省

广播电视网络合作的

新思路，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创新合作机制，

拓展合作领域。 

5 

福建广电网

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

5月 9日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6-29 《关于

湖南电广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与福

建广电网络集团

状态：暂无具体业务

合作 

签署战略协议主要

是谋划福建、湖南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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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约单位 

协议签

署时间 
生效条件 公告披露索引 进展情况 

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 

广播电视网络合作，推

进“网络+资本”战略。 

6 
阿里巴巴（中

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5-46 《关于

与阿里巴巴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的公告》 

状态：暂未进一步推

进。 

2015 年 5 月，湖南

有线集团与浙江天猫、

印纪湘广签订《三方商

务合作协议》。协议签

署后，自 2015 年 9 月

26 日开始全省正式推

广家盒业务。推广初

期，用户接受程度高，

市场反应效果好，对湖

南有线业务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双向业务

收入也明显提升。由于

合作方意见分歧，目前

业务合作暂未进一步

推进。 

7 

湖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2015 年

1 月 19

日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5-04 《关于

全资子公司与省

卫生计生委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状态：正在推进 

协议签订后，双方率

先启动业务基础平台

建设，即有线互动数字

电视平台及虚拟专网

建设项目。目前，专网

项目建设基本完成，开

始进入内部数字电视

直播通道服务、卫生计

生云服务平台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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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约单位 

协议签

署时间 
生效条件 公告披露索引 进展情况 

项目的建设。期间，因

卫计委机构改革等原

因，在某些应用开发上

滞后，目前正全力推

进。 

8 

湖北省广播

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

1 月 14

日 

双方签字盖

章生效 

2015-03 《关于

全资子公司与湖

北广电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

告》 

 

状态：暂未签订具体

合作协议 

签署战略协议主要

是考虑：两省毗邻，可

以在双方实现网络互

联互通的前提下，共同

推进双方在宽带互联

网资源共享、视频内容

分享、双向增值业务和

智慧城市业务交流以

及数字电路业务。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0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