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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9-017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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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33,351,9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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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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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71-28327791 0571-28327791 

电话 0571-28327789 0571-28327789 

电子信箱 000156@wasu.com 000156@was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与产品 

华数传媒主营业务为杭州地区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全国范围内的新媒体业务、宽带网络及智慧城市业

务。 

杭州地区有线电视网络业务主要包含在杭州市区及各区县开展有线电视网络建设、节目内容传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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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媒体业务主要指面向全国的新媒体内容、技术服务及运营，包括互动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

电视及互联网视听的内容、技术服务与运营业务等；新媒体业务通过电视机、电脑、手机等终端，为用户

提供海量、清晰、双向个性化自主选择的视听节目内容及相关增值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

求，是公司的重点业务发展方向。 

宽带网络业务为面向个人客户和集团客户（包括政府及所属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宽带网络业务及基

于宽带网络的信息服务业务。 

智慧城市业务主要为围绕公司战略，以“慧政”、“惠民”为两大抓手，面向集团客户（包括政府及

所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的智慧城市建设相关业务。具体包括参与杭州“城市大脑”建设、智慧政务、

智慧安防、智慧城管、智慧小区等重点业务。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物资采购方面，公司制定了明确的内部采购制度，采购主要采用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

选型比价、询价等方式。特别重大或涉及政府财政出资的项目采购，必须委托中介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招标。 

内容采购方面，公司采购的内容主要有付费频道、热门影视剧、电视栏目、纪录片、体育赛事、教育、

音乐动漫等，与供应商主要采用版权一次性买断、按照运营分成及支付保底价加运营分成三种模式。 

2、服务与销售模式 

杭州地区本地的有线电视基本视听及互动电视业务按户按月收取，主要方式包括营业厅销售、上门销

售、电话销售、网络销售、代理商销售、集团客户销售等销售模式。在杭州以外区域，互动电视业务的销

售模式为与当地有线电视运营商签署合作协议，由当地运营商发展用户，华数按照协议约定获得相应收益。 

互联网电视业务的服务与销售模式为将华数互联网电视播控平台和内容服务平台与终端厂家（包括电

视机厂家、机顶盒厂家）进行合作，由华数负责面向终端消费者的内容服务运营与在线营销，获得相应广

告、用户付费等收入，终端销售由厂家负责。 

手机电视业务主要的销售模式为与电信运营商签署合作协议，公司提供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及内容

运营服务，电信运营商发展用户，双方共享相应收入。营销渠道主要有线上销售、营业厅销售、代理商销

售等。 

广告业务的服务与销售模式为在有线电视、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及手机电视等服务中植入EPG、随

片以及信息点击等多种形式的广告，通过数字化程序购买、直销、代理等多种模式进行销售。 

宽带网络服务的销售模式为针对个人客户和集团客户采用直营和代理方式。公司在杭州地区设立数十

家营业厅与营业点，并在全市发展代理商，覆盖杭州市区及各区县。公司的宽带网络业务与有线电视业务、

新媒体业务协同发展，在进行业务推广时，将宽带网络业务、有线电视直播业务、互动电视业务及其他新

媒体业务捆绑销售，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智慧城市业务的服务与销售模式为通过给集团客户提供信息化项目解决方案，提升其在“慧政”、

“惠民”方面的能力。项目均为通过招投标程序由本公司为中标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及后续的运行维护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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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盈利模式 

有线电视网络业务的盈利模式为按户收取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另有接入配套费、卫视落地费收入、

机顶盒等设备销售收入等。 

互动电视的盈利模式为在杭州地区有线电视网络范围内按户收取基本服务费和增值点播服务费；在全

国其他地区按用户收入（含包月和点播）与运营商进行分成结算，或是收取内容分销收入等。 

互联网电视的盈利模式为向电视机与机顶盒厂家收取集成播控和内容服务费，还包括内容分销收入、

用户付费收入以及广告运营收入。 

智慧城市业务的盈利模式为通过项目化服务，向集团客户收取项目开发、建设及后续运行和维护服务

费用。 

其它增值业务（如游戏、财经、电视支付、娱乐等）：提供代维代建服务收取的项目费用，按用户收

入与运营商分成结算（含包月和流量）收入，广告运营分成等。 

（三）行业发展阶段与公司行业地位 

我国有线电视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以数字化双向网络为主、覆盖全国的有线电视网络及规

模庞大的用户群体，保持着领先的市场份额。但随着IPTV、OTT TV、网络视频等视听新媒体快速发展以

及视听媒介终端的多样化，给有线电视带来了冲击，我国视听多元化的特征也愈加明显。 

根据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公报》，2018年有线电视用户规模2.23

亿户，同比降幅达到8.7%，有线电视用户负增长加速，收视份额占比49.89%。数字电视用户1.96亿户，数

字化率87.7%。另一方面，全国有线电视行业双向化、高清化、智能化程度持续增长，网络资源利用率进

一步提升。其中，双向网覆盖用户1.71亿户，双向网渗透用户9,716.6万户，双向网络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展；

高清电视用户突破1亿户，4K视频点播用户总量达到1,297.2万户，用户增长提速；智能终端数量达1,914.3

万户，持续快速增长。 

新媒体产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据CNNIC数据，2018年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6.12亿，较2017年底

增加3,309万，占网民整体的73.9%。短视频、网络直播市场规模快速提升，内容付费逐步成熟。互联网电

视行业稳步规范发展，用户总量达到1.64亿户，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并构成广告、付费、增值等业务的盈

利格局。 

全国有线电视宽带业务2018年继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公报》，有线电视宽带用

户规模达到3,856.3万户，同比增长10.2%，有线宽带渗透率提升至18.1%。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全

年有线宽带用户增速出现放缓。 

华数传媒拥有有线网络业务、手机电视与互联网电视等全国新媒体业务以及宽带网络业务方面的运营

牌照或许可授权，是全国最大的互动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综合数字化内容的运营商和综合服务

提供商之一，位居全国新媒体和三网融合产业发展的第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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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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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435,994,345.95 3,209,307,928.54 3,209,307,928.54 7.06% 3,081,183,980.30 3,081,183,98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644,188,211.38 641,275,527.64 641,275,527.64 0.45% 602,197,096.62 602,197,09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0,124,335.25 579,213,098.10 579,213,098.10 -5.02% 577,850,598.80 577,850,59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1,194,901,642.03 1,263,591,598.86 1,274,256,135.29 -6.23% 1,485,291,540.40 1,495,311,057.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5 0.45 0.45 0.00% 0.42 0.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5 0.45 0.45 0.00% 0.42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2% 6.26% 6.26% -0.14% 6.33% 6.3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773,173,502.81 14,420,294,193.30 14,420,294,193.30 2.45% 14,032,840,971.94 14,032,840,97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10,677,904,664.90 10,376,877,141.53 10,376,877,141.53 2.90% 10,106,636,971.83 10,106,636,971.8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

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 年度财

务报表中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0,664,536.43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中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 10,019,517.2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6,922,920.51 793,648,264.20 838,737,040.79 1,036,686,1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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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321,358.09 161,595,589.12 165,771,293.53 161,499,97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636,380.46 133,099,066.47 137,494,808.95 155,894,07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767,614.45 286,721,654.30 296,164,684.07       487,247,689.2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0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9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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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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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47% 35,419,91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其他 2.37% 33,967,064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3% 30,551,165 0   

西藏华鸿财信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4% 26,369,63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1% 7,301,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6,129,418 0   

施玮 
境外自然

人 
0.42% 6,07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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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星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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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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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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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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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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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华数集团“新网络+应用”，“新媒体+内容”和“大数据+开发”三大战略指导下，

建设“智慧化新网络，融合化新媒体，数据化新平台”，以创新发展为核心，克服用户流失、市场竞争环

境恶化等不利因素，积极寻求转型，加大在“智慧广电”方面的推进力度，全面提升网络、业务与服务能

力，在有线网络行业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持续保持了公司业务平稳运行，收入与利润略有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6亿元，同比增长7.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4亿

元，同比增长0.45%，超额完成2018年度各项经营指标，保持全国广电行业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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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大众市场政策，升级智慧家庭服务，提振本网大众市场 

为有效遏制用户流失，公司加大了市场政策推广力度，推出多项举措与市场活动，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是优化市场政策。公司针对大众市场继续深化和完善网格化营销体系，出台了新建小区政策、乐享免费

升级政策、老龄免费换机政策、续费返充政策等保老促新政策，加强体验式营销和数据精细化运营工作，

并针对试点小区推出了40/60套餐（针对家庭用户推出的月交费40元/60元，提供百兆宽带、4K机顶盒及数

字电视服务的优惠套餐），加大促销力度。二是加快推动“百兆宽带”升级。通过多渠道大力推广百兆宽

带，提升百兆宽带覆盖率。三是开展“百日冲刺”活动。加大市场促销力度和激励力度，在全公司展开“保

老促新”大会战，减缓用户流失态势。 

（二）加快推进智慧广电产业应用，助力政府智慧政务服务，服务杭州“数字经济”和“城市大脑”

建设 

一是推进“最多跑一次”、“四个平台”建设。2018年，公司开发、建设、运营的“最多跑一次”综

合自助机，已在杭州各区行政服务中心、街道、社区600余个网点部署，实现30余个部门、164个流转事项

“一机受理，一次办结”，办件总量达到40余万次，有效破解了政府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四个

平台”建设已顺利在杭州上城、江干、滨江、西湖景区、富阳、大江东、余杭等区域落地。 

二是推进杭州雪亮工程总平台与“智慧小区”建设。公司积极参与各区社会面监控的接入、补盲及小

区监控改造等项目，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领域及公共区域的监控覆盖率，使华数成为杭州

雪亮工程主平台，截至2018年底覆盖的监控合计近45,500路。“智慧小区”建设方面，公司以基层治理、

小区安防、应急消防、物业管理、居家养老、社区商圈服务等为业务场景，从物业、安防、消防、居家、

养老、服务等多个维度将原有的小区服务管理模式提升为充满神经元感知的智慧小区服务模型，智慧小区

样板已在滨江区火炬小区、滨康二苑、拱墅区皋亭村等进行了试点。 

三是将“城市大脑”建设成果通过智能终端覆盖到家庭。公司全力参与和推进杭州“城市大脑”建设，

上线了“城市大脑、民生服务”板块，打通“广电专网”与“政务外网”，实现城市大脑中枢系统的数据

实时连接，通过接入交通、旅游、气象、停车、城市监控等数据，将老百姓最关心的“吃、住、行、游、

购、娱”等信息在家庭智能终端、宾馆电视智能终端和城市户外大屏等发布，使电视服务从传统的“看电

视”到“用电视”转变，让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切实的“实惠”和“便利”。 

四是加强户外大屏管理，拓展意识形态宣传阵地。公司承建了杭州市城市户外大屏“联网联播联控”

平台，将户外大屏统一接入监管平台，实现播放内容安全传输与统一监管。 

五是打造智慧社区党建平台和“教育电视”家校互通平台。通过智慧社区党建学习平台，为加强基层

党组织管理和党员学习教育管理提供载体。公司与市教育局、中小学校合作推出“智慧校园云电视”，为

学校和家长量身打造家校电视互通平台，促进家校互动、教育资源共享，建设“电视+校园”文化教育新

模式。 

六是积极参与亚运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公司积极支持亚运会信息化建设的前期工作，已中标

亚组委大屏电子显示屏项目、亚组委办公大楼无线网络建设项目等。 

（三）加强新媒体内容建设，全面推进全国市场拓展，推动新媒体多业务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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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与优酷在原互联网电视战略合作基础上达成基于有线电视网络的互动电视和通信运营商

专网的IPTV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同时引入“中国蓝专区”等特色综艺栏目，全面提升了华数新媒体平台的

内容丰富度。公司开通了央视4K超高清频道，互动电视平台还上线了“央视专区”、“聚体育”、“聚焦

浙里”、“动漫专区”、“趣玩专区”、“吴晓波频道”等特色内容。华数新媒体平台加强新频道规划、

开发与培育，上线了“豆豆VIP乐园”、动漫频道、随心看（轮播）频道、美食频道、短视频等品牌、垂

直类特色频道。同时在游戏电竞方面，引入VSPN、暴雪娱乐、网易游戏、G联赛及斗鱼、虎牙、S8等电竞

节目。 

原创内容方面，公司制作的原创专题片《美丽乡村在浙里》入选浙江省“六个五”精品工程献礼项目。

围绕亚运宣传，公司积极推动华数频道向体育特色频道转型，开发资讯栏目《我的体育圈》、体育综艺节

目《铿锵玫瑰变形记》等原创内容。 

全国市场拓展方面，公司全面提升了新媒体业务驻地运营能力，打造多屏联动的融合新媒体平台，满

足消费者视频消费高清化、多屏化、交互化、社交化、实时化的需求，坚持开放、合作、共赢，与用户和

合作伙伴一起共创价值。互联网电视业务方面，公司还进一步加强了与海信、索尼、阿里、小米、乐视等

互联网电视终端厂商的合作。 

（四）打造全业务客户价值数据模型，探索和深化广电大数据应用方向，提升大数据产业附加值 

公司持续关注精准营销和用户运营，打造全业务客户价值数据模型，依据多维标签进行客户群分实现

针对性营维。公司加强了经分魔镜、收视罗盘、阿拉丁推荐、收视率统计等大数据应用，增加了“客户晴

雨表”针对全业务在网客户的价值与行为分析、线上运营活动效果分析。同时，丰富了“收视罗盘”的功

能，实现内容从采购到上线的过程数据分析，综合评价内容价值，辅助内容采购决策，提升内容采购的投

入产出效益。此外，通过基于用户画像的掌上营销工具，提升杭州地区收费订购的业务办理量；基于阿拉

丁推荐提供的千人千面门户，拉动用户点击量；通过持续优化的模型算法，提升推荐转化率。 

公司还积极拓展大数据产品的行业应用，加强在行业内外宣传推广的力度，深挖数据价值及应用，已

与福建广电完成第一期大数据项目合作，并积极拓展与甘肃、广西、广东、深圳等地广电的项目合作。 

（五）持续加强基础网络建设，积极布局智慧城市物联网建设 

2018年，公司编制了《华数接入网建设评估》、《接入网能力提升计划》等规划文档，为华数基础网

络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技术依据，并先后开展了江干市政、三墩和滨江区等基础网络规划工作，为未来进

一步提升接入网能力和深度光纤化奠定基础。公司还着力开展了百兆接入网络能力提升、城镇“线乱拉”

治理等工程项目的建设，并启动了物联网建设规划，目前试点成果已在部分小区落地。 

（六）继续坚持不懈筑牢安全管理防线，确保广播电视播出安全和生产安全 

2018年，公司坚持以安全播出为生命线，召开多次专项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和部署安播工作，做到早

计划、早部署、早准备，高标准、严要求、勤演练，圆满完成了春节、两会、国庆、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一

系列重保任务，确保全年网络信息安全和生产安全。 

在内容安全方面，华数传媒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切实发挥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桥梁工作，深

入排查安全隐患，健全及落实内容安全管理责任制，优化监审管理模式，牢守内容安全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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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化投资能力建设，防范投资风险，切实提升投资收益 

2018年，公司继续坚持稳健的投资原则，强化投资能力建设。一方面根据战略与业务需求，研究提高

对传媒相关领域投资标的的筛选标准，强化对项目的盈利要求，并加强对项目所属行业的深度研究，对数

十家企业进行了调研，多个投资项目已完成内部立项。 

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已投项目的投后管理，持续推进与被投资企业的战略与业务协同，支持其发展壮

大，并全力推动被投资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切实提升公司投资效益。公司参股企业贵广网

络已实现主板上市，当虹科技已申报科创板。 

（八）加强党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持续提升企业综合管理水平 

2018 年，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积极探索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深

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面貌，为公司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同时，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排头兵”和模范带头作用，按照“党建强，发展强”的要求，全面加强基层基

础建设，提升党员干部人才队伍的水平，营造“比学赶帮超”和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善作善战的良好发

展氛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数字电视收入 666,628,906.46 206,454,972.33 30.97% -4.44% -8.71% -1.45% 

宽带及数据通信

业务收入 
681,762,619.63 266,432,831.75 39.08% 0.37% -3.39% -1.52% 

互动电视业务收

入 
404,327,134.71 192,136,254.42 47.52% -17.50% -25.07% -4.80% 

互联网电视公网

业务收入 
386,250,270.98 39,021,123.74 10.10% 361.76% 58.30% -19.3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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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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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

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5,154,686.9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30,129,216.94  

应收账款 624,974,529.97 

应收利息 50,135,195.55 

其他应收款 90,687,445.23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0,552,249.68 

固定资产 2,658,464,120.01 
固定资产 2,658,464,120.01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489,547,084.15 
在建工程 563,489,362.53  

工程物资 73,942,278.38 

应付票据 20,967,223.6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95,115,003.22  

应付账款 974,147,779.54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41,963,650.3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41,963,650.38 

管理费用 414,335,591.74 
管理费用 269,526,772.88  

研发费用 144,808,818.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57,173,461.5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7,837,997.9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7,017,286,578.1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006,622,041.74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0,664,536.43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

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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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对专用设备和网络资产进行技术改造及技术革新，提高

了固定资产的使用性能，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为了更科学的核算公司资产，更准确的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对以下新增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相应变更，原有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不做调整。专用设备明

细类别网络及传输设备、机房基础设备从8年变为10年，网络资产明细类别小区接入网、主干网线路、无

线网络资产从15年变为25年。本次变更经公司2018年4月24日召开的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执行。 

(2)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固定资产 2,616,885.45 

2018年度利润表项目  

主营业务成本 -1,983,687.27 

研发费用 -632,331.94 

销售费用 -8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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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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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