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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5                   证券简称：湖北广电                   公告编号：2018-055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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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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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广电 股票代码 00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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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洪涛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1 号（楚商

大厦） 
 

电话 027-86653990  

电子信箱 hbgddongmib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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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428,482.60 1,152,112,880.65 1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9,139,382.80 196,016,458.49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2,515,522.63 186,776,249.05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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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236,124.40 243,981,197.29 -2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3.46%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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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9,183,995.66 9,459,251,672.21 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92,281,889.97 5,863,572,816.47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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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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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13.16% 83,726,704    

湖北省楚天数

字电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34% 78,485,981    

湖北省楚天视

讯网络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24% 71,493,300    

中信国安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56% 54,484,932    

湖北楚天金纬

广播电视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1% 42,040,266    

武汉有线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44% 28,243,633    

楚天襄阳有线

电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01% 25,482,862    

武汉市江夏区

广播电视服务

中心 

国有法人 1.95% 12,400,832    

武汉盘龙信息

网络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9% 12,051,697    

武汉市新洲区

广播电视中心 
国有法人 1.59% 10,087,5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楚天数字、楚天金纬、楚天襄阳、楚天视讯等四家公司均为湖北广播电视台控制的企

业，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之

情形。2、武汉有线为武汉台全资子公司。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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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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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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湖北省广播电

视信息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 

湖广转债 127007 2024 年 06 月 28 日 173,359.2 

第一年 0.5%、第二

年 0.8%、第三年

1.0%、第四年 1.5%、

第五年 1.8%、第六

年 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6.59% 35.30% 1.2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6.83 105.06 -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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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坚定实施“智慧广电”发展战略，加强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加快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型，全力以赴落实年初公司党委会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完成上半年的各项经

营目标任务，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主营业务稳中向好 

1、营业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上半年，公司在传统有线电视业务继续下滑，宽带、信息化业务竞争持续加剧的情况下，

迎难而上，保持了收入的持续增长。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9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 1.47 亿元，同比增长 12.7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61%，净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折旧、销售成本、财务费用

等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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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宽带、集客业务发展提速。上半年，新发展有效宽带用户 42.3万户，比上年同期多发展 25.9万户，增幅 157.93%，

在册宽带用户突破 200 万户，宽带业务收入 2.01 亿元；实现集客业务收入 1.45 亿元，同比增长 68.44%。宽带和集客成为

营业收入主要增长点，其收入占比继续提升，分别占营业总收入的 15.44%和 9.47%。 

3、流失电视用户出现回流。公司采取新品推广上线和一系列市场营销举措，发展有线电视用户，促进离线用户回归，

上半年新发展有效电视用户 35.5万户，同比增长 8.1%；其中，离线用户回归 19.8万户，同比增加 3.3 万户，增幅达 19.6%。 

（二）基础建设质效提升 

1、投资 6.8 亿元加速完成双向宽带化光纤化升级改造。截止 6 月 30 日，公司 FTTH 网络总覆盖达到 365 万户，覆盖率

40.16%，乡镇站房规范化改造率达到 95%，城域网建设完成率达到 40%。 

2、完成平台建设扩容。全面部署落地全业务平台三期、广告、媒资、直播平台、4K轮播系统；顺利扩容宽带核心平台，

稳步推进双认证中心建设；全面推进统一 IT 资源支撑平台、综合网管、经营分析系统、云平台等一大批数据信息化建设项

目。 

3、狠抓工程项目质量和效益。公司今年制定并下发《2018年工程项目管理与投资指导意见》，通过重点抓好工程立项、

审批、验收等精细化管理，建立完善了设计、施工、监理全程的相互制约和监督考核机制，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效益评估和后

期跟踪考核管理。一张高质量的“云平台+光网络+慧终端”网络已经搭建，为智慧广电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智慧广电全面加速 

1、建立开放的产品研发体系，打造“视频+宽带+智慧应用”产品矩阵。通过整合内部研发力量成立新产品运营中心集

中产品研发，通过对外开展开发合作，研制出基于家庭和个人消费的“电视+宽带”类核心产品、基于多屏互动的跨终端产

品、基于数据专网的集客信息化等多种类型产品。 

2、利用二次整转推动新品落地。公司积极落实鄂新广发【2018】3 号关于推动全省有线电视用户二次整体转换的文件

精神，为有线电视用户全面开展智能终端整体转换，上半年累计发展宜家乐全业务套餐用户 54.49万户，月均发展 9万户，

较去年月均 6.25 万户大幅增长。同时通过整体转换推动公司研发新品落地应用，上半年共推出电视购彩、健康养老、慧生

活、湖北微 TV、智慧党建 TV 版、广视通、雪亮工程、4K融合终端等一大批新品上线应用，极大提高了用户粘性。 

3、加速构建“全场景+全时空+全链条”服务体系，提升用户体验。制定全省客服规范并贯标落地，智能网格管理平台

全省上线，在已有电视营业厅、网上营业厅、支付宝生活缴费的基础上新增微信营业厅、天猫旗舰店，实行线上线下融合、

贴身精准服务的营维体系，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提升品牌形象。 

（四）产业空间拓展延伸 

1、延伸主业产业链，全面启动新市场主体建设，今年上半年完成科技实业公司、工程监理公司的筹建工作，启动信息

集成公司、工程建设公司的筹建工作；大唐广电公司完成全省客服业务第二阶段的整合工作，完成“省市”两级架构的集中

管理式呼叫中心的设立。 

2、继续以星燎投资为平台，围绕上下游产业链布局优质标的。顺利减持大唐融合项目股份，实现投资收益 1190 万元；

广电高投基金运转向好，过会审批项目 2 个，引入资金近 3000万元；威睿科技公司申报的《基于家庭智能终端的 VR化应用

示范》于 6 月顺利入选工信部 2018 年 100 个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玖云大数据公司顺利通过双软企业认证和 CMMI3 认证

评估。 

3、加速重大战略项目合作。与广电总局广科院、360 安全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参与广电行业网络安全的标准

制定及安全服务；与清华启迪云签署合作协议，开展网络智能制造项目合作。  

（五）深化改革效益明显 

全省一网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面启动托管标的第三批人员转企改制；加大干部人事改革力度，完成荆州、随州两地不规

范用工专项治理试点；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 7名优秀干部到县市支公司任“一把手”，3名优秀副职担任总经理，3名

履职不力、未完成经营目标的干部被免职或调整；推出全新的综合目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大部分

设置 11项指标、32个考核细项进行精准科学的目标责任考核；启动第二批简政放权，对技术与基础网络投资项目推行细化

预算管理，优化重大技术项目投资流程和基础网络类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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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定，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目前公司暂未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规定的此类事项。 

③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列报，可比年度的利润表追溯调整。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相关会计政策按上述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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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为了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反映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情况，对本公司

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做出调整，其中：应收账款 20 万元及以上调整为 200 万元及以上；其他应

收款 50 万元及以上调整为 300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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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毕华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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