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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5                              证券简称：湖北广电                             公告编号：049 

转债代码：127007                              转债简称：湖广转债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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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388,239.84 1,299,428,482.60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129,854.83 179,139,382.80 -2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2,424,367.04 172,515,522.63 -40.63%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741,989.64 187,236,124.40 -15.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8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8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3.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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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975,364.02 11,155,334,806.99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63,918,817.53 6,385,908,742.90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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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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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 83,726,704 0   

湖北省楚天数

字电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40% 78,485,981 0   

湖北省楚天视

讯网络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39% 71,493,300 0   

中信国安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92% 54,484,932 0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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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42,040,266 0   

武汉有线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8,243,633 0   

楚天襄阳有线

电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70% 25,482,862 0   

武汉市江夏区

广播电视服务

中心 

国有法人 1.80% 12,400,832 0   

武汉盘龙信息

网络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5% 12,051,697 0   

武汉市新洲区

广播电视中心 
国有法人 1.47% 10,087,5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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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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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9% 40.23%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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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 36.88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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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保用户促发展”为工作重心和发展目标，克难攻坚，重点突破，全力以赴落实年初各项工作部署，

累计实现收入12.5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42亿元，实现净利润1.35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36.60万元。上半年数字电视新

增有效用户26.22万户，宽带新增有效用户26.67万户，新发展“宜家乐”全业务套餐用户29.51万户；实现集客业务收入2.39亿

元，同比增长77.04%。 

（一）营收基本面保持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确认收入较去年同期负增长，但二季度降幅较一季度有所缩窄。下辖12家分公司6月份实现确认收入环

比5月回升2.74%，二季度环比一季度回升1.54%。其中，神农架、十堰及视讯等3家分公司到账收入保持同比正向增长。公

司整体经营形势有回暖迹象，经营发展基本面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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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业务营销成效初显 

报告期内，全省传统业务用户发展增速整体放缓。但从互联网新品销售情况来看，上半年公司通过大力推广爱奇艺高清，

累计带动营收506.17万元，“爱奇艺高清”位列应用类产品收视第1位。6月份启动的广电·联通合作项目已实现“欢聚一堂”融合

套餐销售，新业务营销成效初显。基于互联网视频内容聚合打造的“鳄鱼TV”产品，已在武汉、宜昌、荆门、随州等地启动

试点，相关产品已启动试商用。 

（三）宽带、全业务用户持续增长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宽带在用用户较去年底净增长2.05%；宜家乐全业务产品在用用户较去年底净增长7.86%，继续保

持有效增长势头。目前，全省数字电视用户单月流失量逐步下降，单月流失率低于1%，流失情况得到一定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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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

（财会〔2017〕9号），2017 年 5 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使得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核算。根据准则规定，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的无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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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王彬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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