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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5            证券简称：湖北广电             公告编号：2017-013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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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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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程虹 独立董事 公务原因 张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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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有总股本 636,217,4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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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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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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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祺扬(代行)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1 号（楚商

大厦） 
 

传真 027-86653873  

电话 027-86653990  

电子信箱 hbgddongmiban@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基于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向社会公众和集团客户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其中，面向广电网络公众客户提供数字电视、

高清互动电视、宽带接入、符合 TVOS标准的电视+互联网应用服务，面向政企等集团客户和商业客户提供专网服务、行业信

息化应用建设服务，同时提供政府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电信普遍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全省一网、全面质效、全国一流”三大目标，实施“一体两翼、一主两营”发展战略，着力发展

广电网络“主业主体”和文创园区、资本投资“两副两翼”，着力构建完整的“云、管、端”产业链，建设全省统一的媒资

播控、出口流量汇聚、信息系统集成、智慧家庭物联网应用、用户消费大数据分析及营销等 “云”平台，建设“双向化、

宽带化、智能化、光纤化”传输管道，加速迭代更新传统机顶盒，借 TVOS标准的应用统一全省智能终端，积极推进广电网、

互联网和物联网三网合一。 

截至报告期末，湖北广电网络已实现的业务有：数字电视业务：集成专业付费频道 86套，高、标清直播频道 181 套，

音频广播节目 10套， 3D信源节 2套目， VR 信源节目 3套；时移回看业务：提供 80套 7×24小时回看节目；互动点播业

务：自办准视频点播节目 13 套，视频点播在库 9万小时。引进 CNTV、文广、华数、优朋、优酷、搜狐等合作伙伴打造内容

精品，推出了以中国电视院线、炫佳游戏、电视音乐、橙视圈为主要内容的“家庭娱乐中心”产品，上线欧洲杯等时令专区

产品。 

增值业务：提供数据广播业务（包括阳光政务、天气预报、城市公告、便民服务）、电视交通、电视医疗、电视教育、

电视社保、智慧电视书城、家庭娱乐、电视支付（代缴费）、电视商城、信息浏览、自助服务以及企业应用专区等服务。 

数据宽带业务：基于有线电视网，向个人、集团用户及商业用户提供宽带上网业务、VPN专线业务以及热点区域 WIFI

覆盖等业务。 

融合业务：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平安城市、电子政务等业务。 

电视+互联网应用业务：首批筛选包括影视剧、教育、游戏、网上商城等 57个 APP应用进入全业务平台试营运。 

（二）行业情况 

2016年，广电网络全行业都在积极应对市场竞争，紧跟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加快向电视互联网转型，基于有线电视

网开发推出一批新业务、新产品、新业态，广电网络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中宣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联合发文，加快推进“全国一网”整合，强化了市场对广电网络提升规模效益、布局信息服务全业务的乐观预期。目前，

除移动通信资质外，国网公司已经获得一、二、三类电信业务资质，即将申报国际互联网出口，广电网络发展数据宽带业务、

向电视互联网转型的瓶颈制约有望得到解决。此外，随着 700M频谱资源商用试点，广电网络的组网成本将大幅度降低，传

输效率将大幅度提升，立足广电网发展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将变为现实。2016年，新增两家广电网络上市公司，表明资本

市场对广电网络发展持续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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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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482,477,176.41 2,408,148,613.41 3.09% 1,781,431,87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268,291.09 372,163,377.00 -18.51% 245,036,90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5,685,041.18 367,610,451.06 -22.29% 222,092,12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3,337,270.44 1,158,557,755.01 -9.08% 773,719,30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58 -17.24%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58 -17.24%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5% 7.18% -1.63% 7.8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8,119,581,574.45 7,605,236,835.38 6.76% 7,515,295,43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97,596,807.48 5,349,705,338.34 4.63% 5,023,013,5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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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902,657.65 539,970,951.64 566,247,848.61 796,355,71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473,253.12 90,755,515.84 45,429,265.03 65,610,25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054,938.31 90,791,022.76 44,001,600.77 50,837,47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933,461.47 222,210,462.57 283,245,286.71 324,948,0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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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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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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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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13.16% 83,726,704 56,010,989   

湖北省楚天数

字电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34% 78,485,981    

湖北省楚天视

讯网络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24% 71,493,300    

中信国安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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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42,040,266    

武汉有线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44% 28,243,633    

楚天襄阳有线

电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01% 25,482,862    

武汉市江夏区

广播电视服务

中心 

国有法人 1.95% 12,400,832 12,400,832   

武汉盘龙信息

网络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9% 12,051,697 12,051,697   

武汉市新洲区

广播电视中心 
国有法人 1.59% 10,087,579 10,08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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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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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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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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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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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广电网络行业拐点年和湖北广电网络改革攻坚年。从行业看，市场竞争激烈、用户流失比较严重，创收工作普

遍艰难；从湖北广电网络看，增投增支资金需求多、改制托管整合难度大、统一规范管理任务重。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公司

经管班子紧紧依靠上级党政部门、各股东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认真执行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各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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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抓经营、拓业务、保目标，抓改革、稳基础、促转型，较好完成全年经营创收任务；基本实现全省一网目标，网络规

模排名全国第四；被评为全省新闻出版广电产业“双百工程”龙头企业；公司股票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股和深港通标的股；

公司董事长王祺扬先生被中宣部、光明日报等评为“2016中国十大文化产业年度人物”，公司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 

经营收入稳定增长，财务状况良好。2016年完成营业收入24.82亿元，同比增长3.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03亿元，比上年减少18.51%，收入利润率为12.22%；公司合并报表反映的资产总额81.2亿元，负债总额23.27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5.98亿元，资产负债率28.66%。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转型成效初显。截至年末，公司传统业务收入（收视费收入、安装费收入、高清互动付费收入）

占比为70.02%，较上年末下降2.63%。其中，高清互动付费收入占比较上年提升0.68%；宽带业务收入占比为12.68%，较上年

上升1.57%，成为公司第二大收入来源；节目落地收入占比为8.03%，同比下降0.63%；广告收入占比0.69%，同比下降0.27%；

其他收入（含集客）占比8.58%，同比上升1.96%。 

主营业务发展稳定，市场份额提升。公客业务方面，2016年末上市公司在册电视用户857万户，较上年增长11%。公司

全年发展宽带用户27.5万户，个人宽带在用终端数达到65万户。宽带业务渗透率14.04%，较上年提升2.45%。集客业务方面，

公司组建集团客户部，集客业务营销由分散趋向集中，广电网络的全程全网优势和视频专家优势得到较好显现。全年完成北

斗通信地面加强系统联网、省政法委综治视联网等重大项目及各地17个中标项目建设任务。同时，积极争取外部资源支持，

获得财政补贴和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支持。集客业务收入占比的稳定提升已成为公司继宽带之后的又一收入增长点。 

产品创新全面发力，多屏布局成型。立足电视端、进军PC端和移动端，努力打造跨屏、跨网、跨域的全业务大媒资平

台。集成专业付费频道86套，高、标清直播频道181套，自办准视频点播节目13套，视频点播在库9万小时；引进CNTV、文广、

优酷等“家庭娱乐中心”产品； 3D专区为用户提供视频（UHD标准级）和音频（全景声标准级）超高清功能体验；合作上线

包括影视剧、教育、游戏、网上商城等57个APP应用，开发上线广电云视、兔子VR等应用系统，实现用户随时随地看电视；

立足广电网，拥抱互联网，完成DVB+OTT“智宝盒”荆州试点，计划四年内发放400万台TVOS迭代智能机顶盒，目前正在向全

省推广。 

产融结合加快推进，多极支撑给力。17.34亿元发股募资计划成功获批，公司股票纳入融资融券标的股和深港通标的股，

设立湖北星燎圆通投资基金和湖北广电高投投资基金两大投资平台。2016年实现长期股权投资收益431万元，同比增加278

万元，其他投资收益546万元。投资6800万元于网宿科技（创业板）、大唐融合（新三板）两个定增项目。太子湖文创园区

成功入选全省文化产业园示范基地和武汉市首批“创谷计划”，先后引进大唐-西门子智能制造中心、法雷奥技术研发中心、

广电VR体验中心、村田电源以及中信证券“私募工厂”等项目，在全国同行业率先发起设立了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工业4.0、

广电VR等创新创业公司，围绕主业开启了多元化产业布局。截至年末，园区共签约出租房屋面积总计1.88万平方米，占办公

区可出租面积的78%。 

一体化改革全面深化，内控治理有序。扎实推进“党建、人力、技术、市场、财务”五个一体化建设，人力资源一体

化方面，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分子公司内设机构、中层正、副职压减比分别达到25%、29%、39%；完成校招和社招；

分类推进绩效分配制度改革。技术一体化方面，制定《全省技术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2017-2019年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了未来三年的技术发展方向和核心业务；全业务平台正式商用；宽带流量运营平台公司基本完成组建。经营一体化方面，

96516客服号全省统一落地，VI和示范营业厅标准统一，市场产品名称统一，全省BOSS系统管理统一。财务一体化方面，创

建了“预算目标、资源配置、业绩考核”三位一体预算管理模式和“分子有别、收支分开、宽严适度”的资金管理模式。强

力推进公开招标采购，仅总部集采全年节约支出3245万元。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完成省委巡视整改任务，建章立制20多个，

极大地增强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促进了全系统规范管理。率先在省属国有企业中引入专项巡察机制，对所属分支公司执

行“六大纪律”情况进行全覆盖专项巡察，对发现的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对违纪人员进行严肃处理，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

势，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全省一网基本实现，规模效益递增。经过艰苦努力，《全省广电网络整合托管方案》获得省委宣传部批准，楚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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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视讯公司党组织关系交由上市公司托管，《网络统一经营管理托管协议》经省广电台（集团）党委批准顺利签定。全省

基本实现一网整合，同业竞争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规模效益提升空间打开。 

2016年公司净利润较上年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宽带出口成本较上年增加3433万元。二是人工成本同比增加6959万元。

三是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一次性计提坏账准备，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2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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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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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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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

相关交易。本公司将 2016 年 5-12 月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的发生额列报于“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之前的发生额仍列报于“管理费用”项目。 

    本次变更前，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在“管理费用”核算，在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列示。 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在“营业税金及附加” 核算，在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列示。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根据财会〔2016〕2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营业税金

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 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

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是根据财会〔2016〕2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

不影响损益，不涉及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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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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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1. 明细情况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湖北星燎财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2016年5月10日 3,590,000.00 100.00% 

威睿科技(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2016年4月27日 3,000,000.00 100.00% 

玖云大数据(武汉)有限公司 新设 2016年9月19日   

云广互联(湖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6年12月27日   

 

2. 其他说明 

2016年9月19日，由星燎投资公司和云数传媒公司在武汉设立非全资子公司玖云大数据(武汉)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其中星燎投资公司和云数传媒公司司认缴出资额合计为6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截止2016年12月31

日，尚未实缴。 

2016年12月27日，由公司在武汉设立非全资子公司云广互联(湖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838.88万元，其中公

司认缴出资额为6,547.8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截止2016年12月31日，尚未实缴。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祺扬    

二〇一七年四月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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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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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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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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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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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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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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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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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