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7-047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7 年 10 月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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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健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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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243,725,630.67 14,032,840,971.94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249,689,508.09 10,106,636,971.83 1.4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4,940,168.06 -3.95% 2,252,439,705.31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4,624,774.45 0.96% 472,412,988.24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6,690,196.65 -8.68% 431,814,321.34 -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71,440,921.47 13.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9 0.97% 0.3296 3.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9 0.97% 0.3296 3.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0.11% 4.54%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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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591.94 主要为固定资产清理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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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4,850.89 

主要为媒体云综合运营系统等

项目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3,229,268.22 
主要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取得

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93,602.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57,559.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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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598,666.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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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数字兴农工程 139,886.28 根据国家政策规定，该部分按实际用户人数持续享受政府补助。 

低保工程 1,468,898.00 根据国家政策规定，该部分按实际用户人数持续享受政府补助。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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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数数字电视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5% 599,812,467 153,056,565   

杭州云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286,671,000 286,671,000 质押 286,671,000 

湖南千禧龙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4% 98,000,047  

质押 43,000,000 

冻结 55,000,047 

东方星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46,134,669    

浙江省发展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 36,317,11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 30,411,165    

浙江省二轻集团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26,871,337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1% 7,301,000    

施玮 境外自然人 0.42% 6,075,000    

中国人民财产保 其他 0.35% 5,0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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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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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446,755,902 人民币普通股 446,755,902 

湖南千禧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8,000,047 人民币普通股 98,000,047 

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134,669 人民币普通股 46,134,669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6,317,110 人民币普通股 36,317,1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411,165 人民币普通股 30,411,165 

浙江省二轻集团公司 26,871,337 人民币普通股 26,871,33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1,000 

施玮 6,0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5,0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030,529 人民币普通股 5,030,529 

刘沿阳 4,172,031 人民币普通股 4,172,0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数集团、千禧龙、东方星空、二轻集团、浙江发展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施玮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6,075,000 股股

份，刘沿阳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4,172,031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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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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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108,998,182.45 7,354,091,764.26 -30.53%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1,198,108.60 2,432,866.00 -50.75% 主要系本期票据到期兑现所致 

应收账款 832,334,713.90 513,051,597.24 62.23% 主要系未到回款期的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63,488,306.21 27,259,797.78 132.90%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021,594,382.63 39,219,472.78 5054.57%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665,483,846.10 473,536,526.88 40.53% 主要系未完工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407,075.00 11,550,000.00 145.9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预付的土地购置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58,945,845.38 101,839,771.28 -42.12% 
主要系期末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价格下浮，相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76,844,805.20 305,535,990.90 -42.12% 
主要系期末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价格下浮，相应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0.00 7,143,404.79 -100.00% 
主要系本期出售非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丧失控

制权，期末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7-9) 上年同期(7-9)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7,787,134.18 -21,751,557.88 -73.72%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342,482.56 -1,798,185.22 397.10%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492,260.01 0.00 100.00% 

主要系今年起根据新会计政策，与日常经营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

益，上年同期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收入 3,813,359.31 8,323,794.91 -54.19% 变动原因同“其他收益” 

营业外支出 1,065,461.56 1,923,202.68 -44.60% 
主要系根据省税务局规定，2016年11月起暂停征

收水利基金，本期未列支水利基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2,660.05 3,729,440.85 -92.96%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0.00 -284,349.75 100.00% 
主要系本年出售非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丧失控

制权，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1-9) 上年同期(1-9)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16,400,534.90    -4,580,331.68  458.06%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5,522,278.84 0.00 100.00% 

主要系今年起根据新会计政策，与日常经营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

益，上年同期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73,088.73 24,664,458.06 -70.11% 变动原因同“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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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2,055,578.12 4,776,756.11 -56.97% 
主要系根据省税务局规定，2016年11月起暂停征

收水利基金，本期未列支水利基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85,108.54 8,672,714.03 -92.10%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60,664.35 -1,391,639.78 111.54% 
主要系纳入合并范围的非全资子公司当期利润

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1-9) 上年同期 (1-9)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90,359,417.74 63,417,537.63 42.4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0.00 2,85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回投资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7,221,613.75 1,805,332.16 300.0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378,653,384.23 416,014,838.38 952.52% 主要系定期存款及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59,474,419.00 10,500,000.00 466.42% 主要系本期新增股权投资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343,716,419.69 823,150,000.00 427.69%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200,669,266.28 50,167,316.57 300.00% 主要系本期利润分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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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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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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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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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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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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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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期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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