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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鼎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邓海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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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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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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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6,443,716.90 3,882,623,627.65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26,437,109.12 2,730,101,620.68 -0.1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1,733,754.87 0.80% 1,139,971,447.11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364,307.03 -21.39% 150,673,788.43 -1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176,303.99 -7.61% 150,560,927.09 -1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521,647.04 -82.59% 214,430,138.54 -3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9 -21.33% 0.2441 -1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9 -21.33% 0.2441 -1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0.50% 5.47% -1.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41,810.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25,698.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8,25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5,000.00  

合计 112,861.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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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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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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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广播电影电

视集团 
国有法人 57.77% 356,663,124 0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88% 48,672,000 0   

深圳市宝安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有法人 5.11% 31,523,044 0   

深圳市龙岗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有法人 4.04% 24,938,500 0   

邓兰 境内自然人 0.43% 2,651,300 0   

深圳市坪山新区

发展和财政局 
国有法人 0.18% 1,127,765 0   

曹文良 境内自然人 0.18% 1,117,997 0   

黄先珍 境内自然人 0.18% 1,112,812 0   

纪少健 境内自然人 0.17% 1,023,920 0   

陈作兴 境内自然人 0.16% 982,565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356,663,124 人民币普通股 356,663,12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48,6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72,000 

深圳市宝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31,523,044 人民币普通股 31,523,044 

深圳市龙岗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24,93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3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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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邓兰 2,65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1,300 

深圳市坪山新区发展和财政局 1,127,765 人民币普通股 1,127,765 

曹文良 1,117,997 人民币普通股 1,117,997 

黄先珍 1,112,812 人民币普通股 1,112,812 

纪少健 1,023,92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920 

陈作兴 982,565 人民币普通股 982,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第五大股东邓兰系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651,300 股股份；2、

公司第十大股东陈作兴系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65,245 股股份，通过普

通帐户持有公司 217,320 股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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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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编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1 货币资金 761,320,509.11        1,205,864,234.87     -36.87%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710,000,000.00        342,000,000.00        107.60%

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0,205,428.07         56,868,524.67         41.04%

4 预付款项 33,022,847.31         18,423,523.37         79.24%

5 其他应收款 42,990,614.34         24,800,343.94         73.35%

6 其他流动资产 44,427,668.55         31,931,862.84         39.13%

7 在建工程 177,358,669.78        135,378,026.71        31.01%

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6,193.89              213,586.63              -31.55%

9 应交税费 17,975,973.71         7,555,133.87           137.93%

10 其他流动负债 8,863,025.53           6,766,692.21           30.98%

编号 利润表项目 本年1-9月累计 上年1-9月累计 变动比率

11 财务费用 -32,040,674.31        -14,554,230.81        -120.15%

12 资产减值损失 974,625.94              2,450,274.09           -60.22%

13 其他收益 6,611,810.03           3,617,454.42           82.78%

14 营业外收入 2,134,802.09           3,651,872.06           -41.54%

15 营业外支出 7,260,500.78           321,313.99              2159.63%

16 所得税费用 603,288.58              151,826.76              297.35%

编号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1-9月累计 上年1-9月累计 变动比率

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430,138.54        333,587,837.53        -35.72%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582,352.93      -265,374,615.20      -90.14%

1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3,211.37               -208,977.61             74.54%
 

变动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减少36.87%，主要为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107.60%，主要为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3、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41.04%，主要为应收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款项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增加79.24%，主要为本期预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增加73.35%，主要为支付保证金等往来款项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增加39.13%，主要为母公司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7、在建工程增加31.01%，主要为本期新建网络小区尚未结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8、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31.55%，主要为冲回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9、应交税费增加137.93%，主要为计提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下属公司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增加30.98%，主要为一年内到期的递延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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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财务费用减少120.15%，主要为结构性存款增加，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减少60.22%，主要为计提坏账准备减少。 

13、其他收益增加82.78%，主要为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收入减少41.54%，主要为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5、营业外支出增加2159.63%，主要为母公司本期支付有线信息传输大厦工程延期竣工违约金所致。 

16、所得税费用增加297.35%，主要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致。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35.72%，主要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90.14%，主要为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 

19、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增加74.54%，主要为美元和港币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变大。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将自有的“有线信息传输大厦”3-7层、13-28层的物业整体区域（以下简称“租赁物业”）整体租赁给深圳市美百年，具

体详见公司2018年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8-005

号《关于拟签署<有线信息传输大厦物业整体租赁合同>的公告》。目前双方已自2018年3月1日起实际履行合同。 

2、公司拟以所拥有的技术楼（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北部彩田路与莲花路交叉路口北侧的地块上）为对象，根据深圳市现

行的城市更新相关法律法规，以拆除重建的方式与深业置地合作对技术楼进行更新改造，并拟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

业置地有限公司签署相关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7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8-025号《关于签署技术楼地块城市更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和拆迁补偿分配方案

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整体出租“有线信息传输大厦”3-7 层、

13-28 层的物业整体区域 
2018 年 02 月 13 日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签署<

有线信息传输大厦物业整体租赁合同>

的公告》 

拟对技术楼进行城市更新改造 2018 年 07 月 24 日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技

术楼地块城市更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和

拆迁补偿分配方案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30.00% 至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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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6,490.25 至 23,557.5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55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电信 IPTV、网络视频和 OTT 的剧烈冲击，公司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

端数有所下滑，导致公司基本收视费收入和利润水平有所降低；2、公司开

展的 4K 智能机顶盒置换及融合套餐的推广，直接销售的机顶盒销售收入

下降，置换与推广的成本费用同比有所上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342,000,00

0.00 
0.00 0.00 788,000,000.00 

420,000,000

.00 
0.00 

710,000,000

.00 
自有资金 

合计 
342,000,00

0.00 
0.00 0.00 788,000,000.00 

420,000,000

.00 
0.00 

710,000,000

.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5 月 实地调研 机构 1、对行业和公司进行简单介绍。答：公司董秘林杨对有线行业政策、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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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日 营业务、财务数据、网络建设等情况进行了介绍。2、公司的业务覆盖范围、

市场份额如何？答：公司业务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深圳市内。从深圳区域看，

公司数字电视服务市场占有率仍处于第一，宽带接入服务居于市场前列。3、

视频业务方面和电信有何区别？答：质量上，公司的有线网络可以播出更为稳

定、清晰的画面；数量上，可播出包括中央 3、5、6、8 频道及各主要省会城

市的上星直播频道，还能播出丰富的付费频道和境外频道，平台上还引入腾讯

视频、爱奇艺、优酷和芒果 TV 等优质互联网内容。4、公司有无可能被整合入

广东省网？答：公司目前不了解相关情况。5、5G 对公司是否产生冲击，以及

公司如何应对？答:目前公司面临的竞争主要来自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视频服

务公司，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新通讯技术正在改变人们收看视频的方式。

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收看视频的数量大幅增长，这给传统有线运营商带来了全新

的挑战。对此，公司将通过持续创新与提升自身竞争力来抵御外部挑战。在技

术上，进一步对基础网络进行升级改造，优化网络资源配置，提高网络对综合

业务的承载能力、适应能力与支撑能力，以满足用户不断提高的视频质量要求

和上网带宽需求；在市场拓展上，努力探寻适应用户需求的业务拓展模式，积

极开发、推动基于智能机顶盒的少儿教育、智慧家庭、智慧社区、休闲娱乐等

新业务，形成新的拳头产品；集客业务市场空间广阔，公司将立足"社会安全"

和"文化传播"两条主线，重点推进视频监控、科技围合、智能交管、综治视联

网等项目建设，将集客业务做大做强；在客户服务上，深入研究客户体验，着

力打造精品服务。6、公司的股权结构形式？答：控股股东为深圳广播电影电

视集团，占比 57.77%；第二大股东为中国电信，占比 7.88%。 

2018 年 06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问题 1：公司近年业绩下滑原因？答：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进入互联

网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用户收看视频的渠道多样化、内容丰富化，

收看的习惯也逐步改变，用户收看电视的时长在下降；二是电信运营商开展的

IPTV 业务，以及互联网视频提供商开展的 OTT 业务，进一步分流了有线电视

原本的客户群体，有线网络运营商的用户整体呈下滑趋势。以上导致了公司基

本收视费收入和利润水平有所降低。问题 2：公司是否属于垄断性企业？公司

的业务范围？答：有线网络运营商需要获取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有线电视传输

许可证”才可以在限定区域内开展有线电视服务，通常是一市一网或一省一网。

公司的有线电视运营及宽带业务目前仅在深圳市和深汕特别合作区开展，电视

购物业务现在可在广东地区开展。问题 3：公司如何应对竞争？C 端、B 端现

在在公司收入中占比各为多少？答：公司目前主要从现有业务中深入挖掘，如

基于智能机顶盒的新业务（少儿教育、智慧家庭、电视游戏、休闲娱乐等）、

集客业务等。集客业务主要针对 B 端如政府、学校、银行、医院等，也积极争

取中小企业成为公司客户。从 2017 年发展态势来看，集客业务市场空间广阔。

公司将立足“社会安全”和“文化传播”两条主线，重点推进视频监控、科技围合、

智能交管、综治视联网等项目建设。但集客业务目前只限于在深圳地区开展。

目前公司绝大多数收入由 C 端贡献，来自 B 端的收入尚有很大增长潜力，公司

2017 年的 B 端收入占总体营收的比例不到 10%。问题 4：公司是否考虑通过资

本运作方式向上下游扩张？公司并购偏好为何？答：公司会加大对外合作和资

本运作力度，推动公司多元化发展。主要方向还是在产业链上下游延伸。问题

5：数字电视用户和宽带用户是否分属不同群体，各自数据如何？答：公司的

数字电视业务和宽带业务主要是面向家庭用户，为应对竞争，我们目前推出了

电视和宽带的融合套餐产品，以提升用户体验、提高产品竞争力。截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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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拥有的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205.53 万个（包括公

司于 2017 年 3 月收购的盐田区有线电视网络用户），较 2016 年底减少 6.08 万

个；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120.21 万个，较 2016 年底增加 17.89 万个（其中

高清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 120.21 万个，较 2016 年底增加 18.94 万个，公司

网内的交互电视用户已全部升级为高清交互电视用户）；付费频道用户终端数

为 21.95 万个，较 2016 年底增加 11.57 万个；有线宽频缴费用户数为 50.43 万

户，较 2016 年底增加 14.97 万户。问题 6：目前公司的用户是否已趋于饱和，

是否还有增长空间？答：公司的有线网络经营区域局限在深圳本地，用户规模

受到区域内住户总量的制约。因深圳地区新增人口和新增楼盘的增速较低，故

公司的新增用户非常有限。目前公司个人业务主要做存量用户市场，而非增量

用户市场，集客业务和新业务还有增长空间。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鼎文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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