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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9-035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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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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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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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469,175.66 1,560,571,184.71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4,652,587.19 316,916,947.21 2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2,308,331.37 256,735,446.93 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8,279,453.50 411,489,268.75 47.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23 0.2211 27.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23 0.2211 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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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6% 3.0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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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6,951,737.86 14,773,173,502.81 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67,219,243.41 10,677,904,664.9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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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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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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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9% 31,419,9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30,551,165    

方晓文 境内自然人 0.76% 10,952,0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1% 7,301,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48% 6,93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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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6,85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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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中方晓文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0,952,036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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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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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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新网络+应用”、“新媒体+内容”、“大数据+开发”

三大战略指导下，全面建设“智慧化新网络”、“融合化新媒体”和“数据化新平台”，加快向智慧广电

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公司全力推动各项业务发展，继续保持了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5,046.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989.80万元，同比增长5.7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465.26万元，同比增长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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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

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11,962,079.71  
应收票据 26,790,728.74 

应收账款 685,171,350.9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74,982,866.70  
应付票据 30,439,188.14 

应付账款 944,543,678.56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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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

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

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项目及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389,878.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5,389,878.40 

其他综合收益 59,914,519.19 其他综合收益 2,767,021.64 

未分配利润 2,616,006,275.01 未分配利润 2,673,153,7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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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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