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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9-17 

债券代码：112638        债券简称：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原已按深交所要求对 2018 年半年报问询函进行回复，现按要求对问询

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半年报“重要事项”有关承诺履行情况的部分显示，深圳市亿科

思奇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科思奇”）、广州翼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翼锋”）、深圳市九指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指天下”）

均存在业绩承诺。我部梳理了前述三家公司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请你公司对

以下情况予以说明： 

（1）关于亿科思奇。2015年6月1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投资收购深圳市

亿科思奇广告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拟投资2.4亿元获得亿科思奇60%的股权。

亿科思奇创始人鲍有华、高风升、项朋承诺：2015年至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800万元、4,800万元、5,500万元。

若承诺业绩未达成，承诺人将按协议进行补偿。亿科思奇2015年至2017年实际

完成净利润约为1,760.92万元、5,183.97万元、4,367.01万元，三年累计完成

比例约为95%。 

半年报中，你公司对亿科思奇业绩承诺的完成进展表述为“按协议约定完

成业绩承诺”。请你公司说明亿科思奇的利润完成情况是否触及补偿情形，如

有，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补偿安排及当前进展，如无，请你公司说明原因。 

回复： 

根据公司与亿科思奇及其管理层股东于 2015年 6月 10日所签署的增资扩股

协议，协议第六条丁方（自然人股东鲍有华、高风升、项朋，下同）的业绩承诺

第一款约定亿科思奇业绩对赌目标为 2015 年-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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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800 万元、4,800 万元、5,500 万元；协议第六条丁方

的业绩承诺第二款约定亿科思奇 2015年至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

于承诺值的 80%将触发对亿科思奇的估值调整。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

健湘审[2018]940 号审计报告，亿科思奇扣非后三年净利润实际完成数分别为

3,338.84 万元、4,263.03 万元、3,895.95 万元，三年累计对赌业绩完成率为

81.54%，完成协议约定的对赌目标，未触及补偿情形。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通

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了亿科思奇 60%股权，详见《关于挂牌转让深圳市亿科思奇

广告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63）。 

（2）关于广州翼锋。2014年8月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投资广州翼锋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拟投资1.673亿元获得广州翼锋51%的股权。广

州翼锋创始人曹彤、公司股东李蓉承诺：2015年至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广州

翼锋经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均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翼锋科技2015年至2017年均未盈利。 

半年报中，你公司对广州翼锋业绩承诺的完成进展表述为“广州翼锋正处

经营转型期，目前正在协商解决方案”。请你公司说明广州翼锋利润完成情况

是否触及补偿情形，如有，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补偿安排及当前进展，如无，

请你公司说明原因。 

回复： 

根据公司与广州翼锋及其管理层股东与 2014年 10月 9日所签署的增资扩股

协议，协议第六条乙方（广州翼锋原股东，下同）的业绩承诺第一款约定广州翼

锋业绩对赌目标为 2015 年-2017 年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均净利润不低

于人民币 4,000万元。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湘审[2018]937号审计

报告，扣非后三年净利润累计实际完成数为-8,021.62 万元，未完成对赌业绩，

触及补偿情形。广州翼锋原股东将按照协议第六条乙方的业绩承诺第二款约定无

偿转让其所持有的广州翼锋 10%的股份给电广传媒，目前相关事项正在办理之中。 

（3）关于九指天下。2015年6月1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投资收购深圳市

九指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拟投资3.25亿元获得九指天下51%的股权。

九指天下原股东承诺：2015年、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营业收入分别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1.5亿元，且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九指天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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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550万、750万元、8,500万元、12,000万元。若

九指天下2015、2016、2017、2018年度实际的年均净利润低于承诺值，将触发

对九指天下的估值调整，九指天下原股东方湾松岭、深圳市九翼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将根据协议给予公司补偿。九指天下2015年、2016年、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1,905.77万元、-4,882.49万元、

-4,425.65万元。 

2016年9月13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九指天下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的公告》，因你公司放弃前述出资权利，对九

指天下的持股比例由51%降至46.92%。对此，你公司在公告中表示，九指天下本

次增资后，电广传媒的持股比例降为46.92%，但仍是第一大股东，不丧失控股

地位。但2016年年度报告中，九指天下已不在合并报表范围中，你公司已丧失

控股地位。 

2018年6月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挂牌转让深圳市九指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拟对九指天下17.49%的股权进行挂牌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你公司持有九指天下的股权将由46.92%变更为29.44%。7月10日，你公司披露《关

于挂牌转让深圳市九指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表示本次交易前，

你公司持有九指天下的股权比例为46.92%，已未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此次交易

后，电广传媒所持九指天下的股权比例将进一步减少。 

半年报中，你公司对九指天下业绩承诺的完成进展表述为“正在挂牌转让”。

请你公司说明九指天下利润完成情况是否已经触及补偿情形，如有，请你公司

进一步说明补偿安排及当前进展，如无，请你公司说明原因。 

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在2016年9月披露放弃增资权利不会导致丧失九指天

下控制权，但201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丧失九指天下控制权，信息披露是否存在

矛盾。 

请你公司说明在业绩承诺期间转让九指天下股权，是否可能导致原股东方

无法有效履行其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进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你公司对

此情形是否作出妥善安排。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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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公司与九指天下及其股东于 2015年 6月 10日所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

协议第四条乙方（九指天下原股东，下同）的业绩承诺约定九指天下业绩对赌目

标为 2015年、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

1.5亿元，且 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50万元、750万元、8,500万元、12,000 万元。根据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湘审[2018]939 号审计报告，2015-2017 年扣非净利润

分别为 841.95万元、-5,990.63 万元、-4,484.44万元。按照协议第四条乙方的

业绩承诺约定，若九指天下 2015、2016、2017、2018 年度实际的年均净利润低

于承诺值将触发对赌。 

②2016 年 9 月九指天下引入新投资者合嘉泓励（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新余鼎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此之前九指天下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1% 

深圳市九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湾松岭 39% 

合  计 100% 

由于原股东均放弃优先增资权利，完成增资后九指天下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6.9152% 

深圳市九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914% 

湾松岭 35.8474% 

新余鼎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83% 

合嘉泓励（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977% 

合  计 100% 

由上可见：九指天下引入新投资者以后，电广传媒的持股比例为 46.92%，

从持股比例判断，电广传媒仍是九指天下的第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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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年审会计师进行 2016 年报审计时对控制的判断是依据董事会席位，引入新

投资者前，九指天下 5个董事会席位中电广传媒占 3席，本次增资后，九指天下

董事会席位由 5位变成 7位，电广传媒占 3席，湾松岭、深圳市九翼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嘉泓励（杭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鼎

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占 1席；认为公司虽然占九指天下 3席董事

会席位，但未超过其总席位的一半，实质上未能体现绝对控制地位，故未将九指

天下纳入 2016 年报合并范围（2017 年报亦按此口径）。此事项主要是公司与后

来年审会计师对此的理解角度不同所致。 

③九指天下的对赌时间截止至 2018 年底，但鉴于预计九指天下完成整体业

绩对赌存在困难，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扣留

原投资进度款 3000 万元；第二，为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的考虑，从 2018 年 8

月起，对九指天下闲置资金进行资金归集，目前已归集资金 5000 万元；第三、

经与九指天下创始股东（业绩对赌承诺方）协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电广传

媒所持九指天下 17.484%股权。最终，九指天下创始股东湾松岭控制下的新余领

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5,000万元竞得九指天下 7.2850%股权，自

然人翟克献以 7,000万元竞得九指天下 10.1990%股权。 

 

2.你公司半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

收入约为 46.37 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3,533 万元，对比上年同期变动-1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约为-1.07 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变动-19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金额约为 3.81 亿元，相比上期净流出约 5.24 亿元增长显著。 

项  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4,636,545,272 3,788,014,778 22% 

归母净利润 -35,329,151 122,011,697 -129% 

归母扣非净利润 -107,039,251 117,008,016 -19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80,550,988 -524,264,347 -173% 

（1）你公司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大幅下降，其中投资收益本期约 1.92亿元，与上期 4.29亿元相比降幅达 55%。

请你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但利润下滑的具体原因予以解释，重点说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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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本期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 

回复：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但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 

①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3,240.37万元，主要是贷款增加所致； 

②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增加 5,687.43 万元，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回应收款较

多，资产减值损失为负数（-4,242.82 万元）； 

③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23,757.60万元，主要是公司直投创投业务今年

出售创投项目减少、从所管理的创投基金分回的投资收益较少所致。 

2）2018 年 1-6 月投资收益 1.92 亿元，较上年同期 4.29 亿元减少 2.37 亿

元，主要是公司直投创投项目航新科技本期退出收益 1,300万元，而上年同期实

现收益 2 亿元，减少 1.87 亿元；此外达晨基金绩效报酬较上年同期减少 0.56

亿元。 

 

（2）你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比上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其他”一项产生现金流入约 7,975 万元，

相比上期 256 万元大幅增长；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支付往

来款”本期为 0，而上期此项现金流出约 9,256 万元，付现管理费用本期为 1.43

亿元，相比上期 2.51 亿元大幅减少。请你公司结合前述有关大额变动，解释报

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去年同期比增加 76,342.50 万元，主要

是影业电影电视剧收入增加 2.2 亿元、亿科思奇广告收入增加 5.5亿元。 

应收帐款回收增加 16,351.03 万元，由于公司加强了相关部门及责任人的管

理，本期对各单位的往来款进行了清理和催收使本期应收帐款大幅度回笼，主要

收到以下单位的款项：北京恒美广告有限公司 7,349.41 万元、盟博广告上海公

司 1,263.75 万元、群邑广告上海公司 6,563.63万元。 

②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其他”一项产生现金流入约

7,975万元，相比上期 256万元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湖南信托公司业

务往来款 1,251.91万元、北京致美云想科技业务往来款 1,991.22 万元、天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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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头条业务往来款 2,620.12万元等，而上期收到相关款项较少。 

③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支付往来款”本期为 0，而上期

此项现金流出约 9,256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中的“支付往来款”，公司是按净额列报，本期“支付往来款”现金流入小

于收回款项，故填报“0”。而上期按发生额进行填列。 

④付现管理费用本期为 1.43 亿元，相比上期 2.51亿元大幅减少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管理、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开支，报告期内差旅费减少

931.37 万元、会务费减少 776.82 万元、业务招待费减少 821.77 万元、咨询费

减少 1,111.34 万元、广告宣发费减少 1,345.27万元、研发费本期由于项目的减

少而减少 1,025.13 万元、交通运输费减少 897.31 万元、董事会费减少 276.61

万元、中介机构审计评估费减少 599.98万元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大幅增加是合理的。 

 

3.你公司半年报“主营业务构成情况”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影视节目制作

发行、艺术品、移动音频业务的毛利率波动较大，如下表所示。请公司结合去

年同期情况、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上述业务毛利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项  目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同比变动 

影视节目制作发行 304,610,167 313,306,985 -2.86% 15.20% 

艺术品 147,474,850 90,974,718 38.31% 上期无营收 

移动音频 4,382,851 1,148,455 73.80% -20.96% 

回复： 

影视节目制作发行、艺术品、移动音频业务去年同期情况如下表： 

项  目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影视节目制作发行 80,913,916 95,524,843 -18.06% 

艺术品       

移动音频 11,219,331 588,758 94.75% 

（1）影视节目属于非标准化产品，不同年代、不同题材的影视剧，演职员

酬金、服化道、舞美、场景等制作成本投入不相同，而实际取得的营业收入受政

策环境、制作品质、收视率、上映时间、观众喜爱度等因素影响，投入产出并不

成正比，造成各会计期内影视剧毛利率不稳定，亦较难获得同行业业务的可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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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艺术品亦属非标准化产品，具有独特性、单体性、唯一性等特点，其

销售是委托拍卖行竞价拍卖的方式，拍卖价格受宏观经济周期、市场行情、客户

情绪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基本属于一物一价，毛利率差异较大。公司上年同期无

艺术品销售。 

（3）移动音频收入主要包括运营商内容付费收入和智能终端销售收入，其

中运营商业务为早期产品，营业成本主要为版权成本，成本金额较小，版权成本

已在以前年度“营业成本”中摊销完毕，近两年未发生版权成本。智能终端业务

的直接成本较高，毛利相对低。去年同期主要收入为运营商付费业务收入，今年

上半年业务结构出现调整，扩大了智能终端业务的规模。具体数据见下表： 

金额:元 

名  称 时  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运营商内容付费收入 
2017 年 1—6月 10,274,468 0 100.00% 

2018 年 1—6月 2,633,565 0 100.00% 

智能终端销售收入 
2017 年 1—6月 944,863 588,758 37.69% 

2018 年 1—6月 1,749,286 1,148,455 34.35% 

 

4.你公司半年报“主营业务分析”显示，本期所得税费用约为 3,234 万元，

对比上年同期减少 34.17%，但你公司解释变动原因系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增加，

与前述所得税数据变动相矛盾，请你公司对上述不一致情况作出解释。 

回复： 

此处“变动原因说明”系工作人员在填列时粘贴错行所致，误将主营业务税

金及附加变动原因“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增加”填列在此，此处应为：所得税变

动的原因是较上年同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5.你公司半年报“资产权利受限情况”显示，本期期末存在账面价值约 6.75

亿元的无形资产因“借款质押”处于权利受限状态，对比 2017 年年末约 6.51

亿元新增约 0.24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新增质押的无形资产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上述无形资产的名称、用途、被质押的时间、原因、是否于发生时履行了

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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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本期末增加了子公司长沙世界之窗有限公司以土地抵押取得借款

406.99 万元，抵押土地净值为 2,396.25 万元。 

根据长沙世界之窗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2017 年）会议决议》，

2017年 3月 25日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在人民币贰亿元

以内，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土地用途为旅游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 

 

6.你公司半年报财务报表附注“应付股利”显示，期末应付湖南广播电视

产业中心、各地州市广播电视局、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利合计 1.34

亿元，与 2017年年末余额完全一致。请你公司对上述应付股利的初始确认时间、

长期未支付的原因予以补充说明。 

项  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1,010,601 1,010,601 

各地州市广播电视局 5,309,118 5,309,118 

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84,259 7,084,259 

合  计 13,403,979 13,403,979 

回复： 

应付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股利是历年应付未付结余形成;应付各地州市广

播电视局的股利是我公司在 2012 年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股权重组时各合资公司

应付未付的股利；应付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利是 2017 年应付未

付的股利。 

以上“应付股利”一直未付，主要是对方没有与公司办理结算。 

 

7.你公司半年报财务报表附注“应收票据”显示，期末余额约为 2,043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75%，其中银行承兑票据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29%，商业

承兑票据较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4130%，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

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的原因，该情况是否说明你公司收款信用政策发生较大变

化。 

项  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银行承兑票据 14,868,147 11,55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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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承兑票据 5,562,689 131,502 

合  计 20,430,837 11,682,682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增加 8,748,155 元，其中银行承兑票据增加

3,316,967 元，商业承兑票据增加 5,431,188元，均为子公司湖南有线集团应收

长沙鑫芙置业有限公司、邵阳市亿达房地产有限公司等客户的新建小区有线电视

安装工程款。 

上半年增加的“应收票据”占湖南有线集团同期收入 9.48亿的比重约为 1%，

占应收帐款 1.71 亿的比重约为 5 %，因比重较小，所以容易发生波动。报告期

内公司收款信用政策并未发生变化。 

 

8.你公司半年报财务报表附注“其他流动资产”显示，本期期末其他流动

资产余额约为 15.15 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67%。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同比变动 

银行结构性存款 1,241,060,491 644,320,491 92.62% 

未抵扣增值税进项 261,851,836 259,739,069 0.81% 

预缴企业所得税 930,440 2,071,833 -55.09% 

其他 11,622,925 629,599 1746.08% 

合  计 1,515,465,694 906,760,995 67.13% 

（1）你公司期末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约为 12.41 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加

约 92.62%，请公司补充说明银行结构性存款的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来

源、产品名称、产品类型、基础资产类型、起止时间、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

程序并披露。 

回复：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的银行结构性存款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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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

名称

资金

来源

银行

名称

产品名

称

产品类

型
基础资产类型

期限

(天)
金额   (元）

1
自有

资金

中信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伦敦时间上午11

点“美元3个月

LIBOR利率”

2018-3-16 2018-7-2 108 100,000,000.00

2
自有

资金

交通

银行

蕴通财

富结构

性存款

期限结

构型
3M Shibor 2018-6-1 2018-7-2 31 100,000,000.00

3
自有

资金

招商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型

伦敦金市下午定

盘价
2018-6-8 2018-7-9 31 100,000,000.00

4
自有

资金

兴业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伦敦黄金市场之

黄金定盘价格
2018-6-8 2018-7-9 31 100,000,000.00

5
自有

资金

光大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保

收益型

买断客户提前支

取权
2018-5-4 2018-8-4 92 100,000,000.00

6
自有

资金

招商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型

伦敦金市下午定

盘价
2018-5-9 2018-8-7 90 100,000,000.00

7
自有

资金

兴业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伦敦黄金市场之

黄金定盘价格
2018-5-9 2018-8-9 92 100,000,000.00

8
自有

资金

平安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在投资期内每个

日历日上午11时

（伦敦时间）在

路透社信息终端

“Libor01”版

面上显示的美元3

个月伦敦同业拆

借利率

2018-6-29 2018-8-31 63 100,000,000.00

9
自有

资金

中信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伦敦时间上午11

点“美元3个月

LIBOR利率”

2018-5-30 2018-9-15 108 200,000,000.00

10
达晨

财智

自有

资金

招商

银行

通知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招行“步步生金

”8688理财产品

无固

定期

限，

随时

赎回

91,510,000.00

11
金极

点

自有

资金

招商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招行"天添金"理

财产品

无固

定期

限，

随时

赎回

19,550,491.70

12
久之

润

自有

资金

陆家

嘴国

际信

托

信托产

品

非保本

收益性

陆家嘴信托.锦园

105号资金集合信

托计划

2018-6-15 2018-7-14 29 50,000,000.00

13
自有

资金

陆家

嘴国

际信

托

信托产

品

非保本

收益性

陆家嘴信托.锦园

105号资金集合信

托计划

2018-4-12 2018-7-11 90 30,000,000.00

14
自有

资金

招商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伦敦金市下午定

盘价
2018-6-29 2018-7-12 13 50,000,000.00

合计 1,241,060,491.70

结存起止日期

电广

传媒

久游

网络

 

将公司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办理短期（1-3个月）结构性存款，经过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党委会审议通过，由党委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对具体业务进行审批。

由于结构性存款具有保本、固定收益属性，且未进行资金划转（就在原银行账户

内操作），银行出具存款证明，风险可控，公司将此业务视同银行存款管理，公

司常年法律顾问也认为此为存款管理事项，故未作为交易事项单独披露，但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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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注中对外披露。 

（2）根据你公司半年报财务报表附注“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的有关内

容，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报告期末余额合计约 58.53 亿元，同比增长约 6.6%。

短期借款中质押借款、抵押借款、长期借款中保证借款、信用借款余额均相比

2017 年年末有所上升，同时，报告期内形成财务费用约为 2 亿元，同比增长

19.40%。请你公司说明在借款余额整体增长，财务费用亦呈上升态势的情况下，

投资大量资金于银行结构性存款是否合理。 

借款类型 借款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短期借款 

质押借款 80,000,000 4,750,000 

抵押借款 4,069,888 - 

保证借款 402,718,255 489,006,451 

信用借款 446,020,534 1,589,602,326 

短期借款合计 932,808,677 2,083,358,777 

长期借款 

质押借款 694,750,000 826,750,000 

保证借款 1,024,341,806 897,748,958 

信用借款 3,200,660,000 1,682,630,000 

长期借款合计 4,919,751,806 3,407,128,958 

回复： 

2017 年底，公司管理层预判 2018年市场资金面将十分紧张，认为在目前的

宏观环境下，持有必要的现金能更好的抵抗市场风险。为避免后期融资困难和融

资成本过高，公司于 2017年底和 2018年初提前做了融资安排，既为后续到期贷

款的还款，也为公司业务转型和开展新业务做了必要的资金储备。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借款金额合计为 5,852,560,483 元，

其中母公司借款金额为 2,886,660,000 元，其余为子公司借款。母公司借款金额

中，2018 年内到期金额为 208,750,000 元，系需按合同约定分期还款的项目贷

款，经与贷款银行沟通，无法提前归还。2019 年及以后年度到期金额为

2,677,910,000 元，距离到期日尚有近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 

鉴于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需兑付到期中期票据本息约 7.5 亿元，12 月底以

前需归还银行贷款 2.09亿元，为确保 2018年 11月、12月大额有息债务按期偿

付的同时，避免资金暂时闲置，故将暂时闲置的 10 亿元资金用于购买结构性存

款，目的是在做好资金储备的同时尽可能提高资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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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公司半年报财务报表附注“销售费用”显示，本期发生项目绩效提成

约 1.06 亿元，上期并无此费用。请你公司结合销售激励政策，补充说明公司计

提项目绩效提成费的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合理性。 

回复： 

项目绩效提成约 1.06 亿元为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管理公司”）提取的绩效分成。

该项目绩效提成符合《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投资业务奖惩办法（修订

稿）》的规定。 

公司以前年度此项费用在“销售费用-工资”中反映，为了更全面、清晰地

分类核算各项费用开支情况，公司 2018年将此项费用单列到“销售费用-项目绩

效提成”科目中反映。该项费用已如实扣缴个人所得税金。 

 

10.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37 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22.40%，财

务报表附注“税金及附加”显示，城市维护建设税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54.50%，

教育费附加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64.65%，其他税费对比上年同期增长 38.18%。 

项  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同比变动 

城市维护建设税 1,696,445 1,097,988 54.50% 

教育费附加 1,395,215 847,383 64.65% 

其他 5,930,435 4,291,849 38.18% 

（1）请你公司对上述附加税费同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作出解

释。 

（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其他”税费的核算内容。 

回复： 

（1）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主要是按增值税的一定比例计征，应交

增值税金额不仅受收入的影响，也受可抵扣进项税额影响，因今年上半年增值税

应上交数和实际上交数较去年同期增加，所以，附加税费也相应增加，与收入增

长比例差异较大。 

（2）“税金及附加”中“其他”核算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事业建设费和残疾

人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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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