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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8-071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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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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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数传媒 股票代码 0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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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刚 洪方磊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天马路 79 号华数数

字电视产业园 B 座 9 楼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天马路79号华数数字

电视产业园 B 座 9 楼 

电话 0571-28327789 0571-28327789 

电子信箱 000156@wasu.com 000156@wa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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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571,184.71 1,497,499,537.25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6,916,947.21 307,788,213.79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6,735,446.93 285,124,124.69 -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1,489,268.75 333,333,833.52 23.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11 0.2147 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11 0.2147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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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3.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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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5,934,239.19 14,420,294,193.30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69,146,899.16 10,376,877,141.53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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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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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86,671,000 

东方星空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46,134,669    

湖南千禧龙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 43,000,047  质押 43,000,000 

西藏华鸿财信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 40,669,635    

浙江省发展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7% 35,419,91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 30,551,165    

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39% 19,960,481    

浙江省二轻集

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7% 12,537,857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成泉汇

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58% 8,36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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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溪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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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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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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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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在市场竞争严峻、有线网络转型升级的行业背景下，坚持围绕“新网络+应用”、

“新媒体+内容”和“大数据+开发”三大战略，全面建设“智慧化新网络”、“融合化新媒体”和“数据

化新平台”,通过升级智慧家庭、推进智慧广电等多方面经营举措，保持业绩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057.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307.16万元，同比增长4.2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691.69万元，同比增长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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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为了更科学地核算公司资产，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批通过，对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了变更，对原有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不

做调整，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公告》

（201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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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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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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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