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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7-056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4

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 2016 年度报告（以

下简称：“原年报”）全文，经事后核查，现对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披露的部

分内容予以补充、更正披露如下： 

1、原年报：“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前方添加以下内容： 

 

致股东 

 

六年前，乐视网初登创业板，依靠版权内容和会员付费的创新模式，年营业收入达 2.3

亿元。如今，公司构建了互联网及云、内容、大屏三大子生态，实现年营收超 200 亿元，市

值超过 600亿。 

六年近百倍的成长，背后是乐视人对互联网生态创新的笃定，是一路奔跑的创业精神。

创业如登山，起步阶段从无到有、蒙眼狂奔，冲到山腰一蹴而就，但是离山顶越近，前路越

发陡峭，脚步也越发沉重。 

在主动调整战略实现节奏和策略的换挡期，乐视的非上市体系正在历经“飞升之劫”，

引发的舆论风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稳健发展的上市公司，带来了业绩成长中的阵痛。我们

相信蜕变带来飞跃，在此特别感谢广大投资者、用户和合作伙伴们的一路陪伴。 

2016 孕育蜕变 

2016 年，乐视网历史性的实现了超 200 亿元的总营收，终端、会员、广告三大主营业

务全面发力，凸显了生态创新模式的强大变现能力，以及基于互联网及云、大屏生态和内容

生态所具有的产品力和市场价值。其中，乐视视频站稳行业领头羊，自制影视内容获得市场

与口碑的双丰收、超级电视成为互联网智能电视行业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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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连续几年全面扩张，乐视生态中的个别非上市体系出现了阶段性的资金压力，

其中部分乐视网关联公司经营受到了影响，掣肘了乐视网的利润实现。 

2016 年，我们全年营收实现 219.51 亿元，增长明显。全年归母净利润 5.55 亿元，净

利润增长出现了 6 年以来的第一次回调，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公司业务范围增加，新业务处于

成长期造成的利润总额下降。同时，因前期超级电视主要以高配置、高性能、极致体验、颠

覆价格快速获取用户的原因，以及公司快速发展带来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上升，使得公

司营业利润同比降低。 

但是从业务发展的阶段和前景来讲，公司的广告业务、付费会员业务以及大屏业务等处

于快速、稳定发展期，短暂的回调只是阶段性问题，未来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放量，公司业绩

将继续高速且稳定发展。 

风雨后见彩虹，在乐视开启的生态战略第二阶段，乐视网获得最高级别的战略聚焦。“上

市公司是乐视生态根基，”公司大股东贾跃亭先生非常明确的指出，“未来将战略聚焦乐视

网。” 

我们想强调的是，上市公司是整个乐视的战略支撑点，也是乐视发展最为稳健的业务板

块，任何资金方面的压力，都不能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流动性，而融创中国、信利电子、仁宝

等战略股东的加入，也反应了投资人对乐视网未来的认可。 

2017 盈利之战 

2017 年是乐视战略新阶段元年，也是乐视网的关键一年，提升上市公司的变现能力、

改善公司现金流、实现全面盈利，将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在业务发展上，乐视网将力推新的生态战略实现节奏和策略，由快速扩张，转向做深做

透市场，从以往非集约式经营转向挖掘和服务高价值用户人群，实现全面盈利。 

首先，乐视大屏将率先实现扭亏。去年乐视致新净利润亏损 6 亿多元，这直接导致了乐

视网净利润的下滑，而根据目前乐视致新的增速，预计 2017 年乐视大屏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利，体现在业绩上，预计将为乐视网净利润增加数亿元。 

乐视大屏扭亏是基于对硬件亏损抹平，互联网收入增长效果显著的判断。2015 年起乐

视致新创新性的开发了电视购物和游戏业务。电视购物方面，其年度平均客单价达到近千元，

已经是传统电商购物数倍，同时游戏为乐视网带来的收入也达到亿元级别。 

其次，内容，一直是乐视网的息壤，内容付费时代已经到来。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中国有效视频付费用户规模已突破 7500 万，增速达 241%，是美国市场 9倍，中

国视频付费正在发生“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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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乐视内容端再度亮剑，按照先期承诺，积极促进乐视影业注入乐视网事宜，同

时还将并购承制《太子妃升职记》的行业新锐公司乐漾影视；一个精品电影出品平台，一个

新锐网剧自制，这将帮助乐视网打造电视剧+电影+自制+动漫+综艺最全的内容产业链，并构

建一家将电影和电视打通、将传统影视制作与网络自制打通、将线上与线下发行打通、将国

内与全球影视市场打通的互联网内容生态平台。 

乐视视频方面，接下来的《白鹿原》、《轩辕剑之汉之云》、《国家行动》、《守卫者：浮出

水面》、《因为遇见你》、《你这么爱我，我可要当真了》、《猎场》等一连串的片单，将令其独

播内容更加抢眼。乐视视频已经具备了大量的优质 IP 储备，及 IP 开发、运营的能力。 

大屏生态的扭亏为盈，内容生态的夯实，我们有理由预计，2017 年乐视网终端、会员

以及广告收入实现新的突破，而进入生态第二阶段后，终端、会员、营收、净利润等也将成

为衡量乐视网标准的重要指标，乐视网至此将进入化反效应的兑现期。 

去年，乐视历经“飞升之劫”，所幸祸兮，福之所倚，我们及时认知，主动调整步伐，

这也是一家公司从年轻走向成熟、走向伟大的必经之路。 

未来我们将致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的价值增长；更加重视用户的选择和体验，把用户体

验视作实现企业价值长期增长的根本。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 

今日之乐视网，比之于从前，目标更为明确，步伐更为稳健，更成熟、更强大、也更自

信。 

我们再次感谢每一位支持和帮助过乐视网的人。 

祝大家天天有乐事（视）！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月 20 日 

 

2、原年报全文中第 35 页，“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如有）对

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中原相关内容为： 

上述事项尽管已在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考虑上述事项对报表使用者理解本

期财务报表很重要。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

加强调整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规定，审计报告增加强调事项段：“我们提醒财

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一、4.（1）所述。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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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 

现修改为： 

上述事项尽管已在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考虑上述事项对报表使用者理解本

期财务报表很重要。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

加强调整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规定，审计报告增加强调事项段：“我们提醒财

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二、7.（1）所述。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

审计意见。” 

3、年报全文中原 35 页“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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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内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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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后为：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股东或

关联人

名称 

占用时

间 

发生原

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

偿还总

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

还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

还时间

（月份） 

乐视电

子商务

（北京）

有限公

司 

 

2016 年

12 月底

起乐视

电子商

务不再

纳入公

司合并

报表范

围，成为

公司关

联方 

0 50,010.73 6,952.1 43,058.68 
现金清

偿 
43,058.68 

截至本

报告披

露已偿

还完毕 

合计 0 50,010.73 6,952.1 43,058.68 -- 43,058.68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21% 

相关决策程序 不适用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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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

况说明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原因、责任追

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

的措施说明 

不适用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

专项审核意见的披露日期 
2017 年 04 月 20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

专项审核意见的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 

 

4、原年报第 71 页“一、审计报告”中原内容为： 

审计报告正文 

666666 

修改后为： 

审计报告正文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

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6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年

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乐视网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

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

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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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

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

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

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乐视网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乐视网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6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二、7.（1）所述。本段内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常晓波 

 中国注册会计师：白西敏 

中国 北京 二○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5、原年报第 13 页“（三）公司行业地位”中内容为： 

基于智能终端产品热销带来日益增长的终端用户，以及《芈月传》、《太子

妃升职记》、《亲爱的翻译官》、《好先生》、《半妖倾城》、《遇见王沥川》、

《崔神驾到》等优质视频资源的热播，公司视频网站乐视视频 www.le.com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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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稳定，在第三方专业媒体监测平台 comScore 发布的 2016 年 VideoMetrix

视频网站日均 UV TOP10 榜单中，2016 年 1-8 月份乐视视频排名稳居第一/第二

名，9-12月份保持排名位于前列。 

修改后为： 

基于智能终端产品热销带来日益增长的终端用户，以及《何以笙箫默》、《一

起长大》、《超少年密码》等多部精彩剧集，《整垮前女友》、《绝命卦师》、

《女总裁的贴身高手》等收视率优异的自制剧，以及《奔跑吧兄弟》、《蒙面歌

王》、《王牌对王牌》、《极速奔跑吧》、《我要上蒙面》、《崔神驾到》等口

碑俱佳的综艺及自制综艺，公司视频网站乐视视频 www.le.com 用户粘性稳定，

在第三方专业媒体监测平台 comScore发布的 2016年 VideoMetrix视频网站日均

UV TOP10 榜单中，2016 年 1-8 月份乐视视频排名稳居第一/第二名，9-12 月份

保持排名位于前列” 

6、原年报第 21 页“（二）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回顾”中内容为： 

在播放时长和用户覆盖两项关键性指标上，公司视频网站乐视视频

www.le.com用户粘性稳定增长，2016年度因为年度大剧《芈月传》、自制剧《太

子妃升职记》等的热播，在第三方专业媒体监测平台 comScore 发布的 2015 年

12 月 VideoMetrix VideoMetrix 视频网站日均 UV、月度播放量、视频网站总播

放时长 TOP10 榜单中，排名均位居行业第一位。（参见“公司业务概要”中的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相关内容。） 

修改后为： 

基于智能终端产品热销带来日益增长的终端用户，以及《何以笙箫默》、《一

起长大》、《超少年密码》等多部精彩剧集，《整垮前女友》、《绝命卦师》、

《女总裁的贴身高手》等收视率优异的自制剧，以及《奔跑吧兄弟》、《蒙面歌

王》、《王牌对王牌》、《极速奔跑吧》、《我要上蒙面》、《崔神驾到》等口

碑俱佳的综艺及自制综艺，公司视频网站乐视视频 www.le.com 用户粘性稳定，

在第三方专业媒体监测平台 comScore发布的 2016年 VideoMetrix视频网站日均

UV TOP10 榜单中，2016 年 1-8 月份乐视视频排名稳居第一/第二名，9-12 月份

http://www.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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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排名位于前列。（参见“公司业务概要”中的“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

要业务”相关内容。） 

7、原年报第 32 页“（二）公司 2017 年各业务领域经营目标”中内容为： 

（3）硬件 

2016 年，公司将继续通过垂直整合，不断拓展智能终端产品，为用户提供

极致服务。 

修改后为： 

（3）硬件 

2017 年，公司将继续通过垂直整合，不断拓展智能终端产品，为用户提供

极致服务。 

8、原年报第 53 页“2、公司控股股东情况”中表格部分原内容为： 

控股股东姓名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贾跃亭 中国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现任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担

任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

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

司的股权情况 

间接持有新三板上市公司北京网酒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50.35%

股权； 

间接持有港股上司公司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0.09%股权； 

间接持有港股上市公司酷派集团有限公司 28.9%股权； 

间接持有新三板上司公司芝兰玉树(北京)科技股份有限 1.18%股权； 

间接持有新三板上市公司山西睿信智达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 

间接持有港股上市公司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 股 13.72%股权； 

间接持有新三板上市公司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5.34%股权； 

间接持有新三板上市公司布丁酒店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0.47%股权； 

间接持有 A 股上市公司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96%股权。 

修改后为： 

控股股东姓名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贾跃亭 中国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现任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

担任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

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

司的股权情况 

间接持有港股上司公司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0.09%股权； 

间接持有港股上市公司酷派集团有限公司 28.9%股权； 

间接持有A股上市公司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9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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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年报第 53 页“3、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中表格内容为： 

 

实际控制人姓名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贾跃亭 中国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现任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同时担任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理事。 

过去 10 年曾控股的境内外上市

公司情况 

控股股东贾跃亭先生曾间接控股新加坡上市公司 SINOTEL 

TECHNOLOGIES LTD，该公司已于 2016 年摘牌； 

间接持有新三板上市公司北京网酒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 50.35%股权。 

修改后： 

实际控制人姓名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贾跃亭 中国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现任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同时担任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理事。 

过去 10 年曾控股的境内外上市

公司情况 

控股股东贾跃亭先生曾间接控股新加坡上市公司 SINOTEL 

TECHNOLOGIES LTD，该公司已于 2016 年摘牌； 

 

10、原年报第 167 页，“4 其他关联方情况”表格中原内容为：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喜悦动漫（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因喜悦动漫（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公司其他关联方，故表格中删除此

列内容。 

11、原年报第 35 页“现金分红专项政策的说明”表格内容： 

现金分红政策的专项说明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

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相

关利润分配政策和审议程序实施2014年度利

润分配，并在规定时间内实施了权益。 

修改后为: 

现金分红政策的专项说明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

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相

关利润分配政策和审议程序实施2016年度利

润分配，并在规定时间内实施了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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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报告中该处错误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疏忽，没有及时更正。本次

更正后不会对公司 2016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公司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

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