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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7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7-29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电广传媒 股票代码 0009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汤振羽 吴  瑛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金鹰影视文化城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金鹰影视文化城 

电话 (86)0731-84252080 (86)0731-84252080 

电子信箱 dgcm@tik.com.cn dgcm@tik.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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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014,777.70 3,494,987,309.43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011,696.66 135,071,870.60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7,008,015.58 97,128,735.62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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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4,264,347.35 -541,170,736.16 -3.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1.25%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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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7,060,975.58 22,516,812,409.76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87,748,757.70 10,991,913,800.58 -0.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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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

中心 
国有法人 16.66% 236,141,980 232,542,706   

海南首泰融信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42% 34,321,112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92% 13,102,319 0   

衡阳市广播电影电

视局（衡阳市广播

电视中心） 

国有法人 0.85% 11,988,651 11,988,651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0.57% 8,063,837 8,063,837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其他 0.50% 7,146,588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其他 0.46% 6,450,000 0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0.39% 5,506,525 5,506,525   

邵阳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0.35% 4,973,370 4,973,370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0.35% 4,942,541 4,942,5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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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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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近年来，公司积极推进“传媒+互联网”战略，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之路；继续深耕传媒主

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2017年上半年，公司采取“强管理、调结构、降成本、增效益”等举施，全力推

动公司业务持续稳步发展。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7.8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8%），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67%）。 

1、有线网络业务 

湖南有线集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紧紧咬住年初既定的目标，采取多种思路和举措，努力拓市场、

抓业务，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宽带用户和双向视频用户实现了正增长，经营情况基本保持稳定。

有线网络业务上半年实现收入1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56%。 

2、传媒内容业务 

广告业务方面，针对上半年全国电视媒体广告业务下滑的情况，韵洪传播及时调整业务结构，扩大高

铁广告市场份额和新媒体广告投放，如韵洪嘉泽签订业务合同 1.9 亿元，同比增加 50%；实现优酷、芒果

TV 等互联网新媒体广告代理收入 4.9 亿元；通过调整收入结构和提高毛利率，实现利润增长。影视剧业务

方面，实现收入 8091.39 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3、投资管理业务 

上半年，达晨创投新募创联基金，募集基金规模约30亿元；新增投资项目33个（投资总额7.24亿元），

公司累计投资项目402个，累计投资金额142亿元。上半年有8家公司实现IPO，有7家企业实现新三版挂牌。

报告期末，达晨投资的项目累计有66家实现IPO，有77家实现新三板挂牌。 

4、旅游酒店业务 

圣爵菲斯酒店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上半年实现收入8662.06万元，同比增长22.15%；实现净利润

1385.59万元。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长沙世界之窗的入园人数同比略有下降，上半年实现收入6159.41万

元，同比减少15.28%；实现净利润1501.77万元。 

5、移动新媒体业务 

公司通过外延并购，已形成了涵盖“品牌广告、效果营销、移动媒体、网络游戏”的新媒体业务体系。

上半年，亿科思奇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实现收入7.8亿元，同比增幅56%；上海久游“劲舞团”等老牌

游戏稳定运营，新增地方特色棋牌和狼人杀两个项目，上海久游上半年实现收入2亿元，同比增幅29%；九

指天下新打造以粉丝应援为中心的粉丝互动平台——“牙牙星球”，已对渠道建设、品牌推广、数据模型

升级等进行较大投入；金极点大力推进智能硬件的销售，上半年实现收入1122万元，同比增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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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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