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037

公司简称：歌华有线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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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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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歌华有线

董事会秘书

股票代码
600037

变更前股票简称

证券事务代表

韩霁凯
010-62364114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
厦7层
bgctv@bgctv.com.cn

于铁静
010-62035573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
7层
bgctv@bgctv.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6,192,289.66
13,278,949,313.17
本报告期
（1-6月）
385,741,575.46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15,933,192,045.46
2.22
13,046,991,120.69
1.7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上年同期
期增减(%)
453,466,645.31
-14.93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20,070,579.98
436,070,539.44

1,192,004,195.15
365,823,086.97

2.35
19.20

240,313,938.80

281,627,892.79

-14.67

3.31
0.3133
0.3133

2.86
0.2628
0.2628

增加0.45个百分点
19.22
19.2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6,70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37.42

520,852,992

0

无

0

国有法
人

4.87

67,779,12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
人

3.74

51,995,123

0

无

0

金砖丝路投资（深圳）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92

40,622,884

0

质押

40,622,88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19

30,504,700

0

无

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
信证券积极策略 6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国有法
人

2.05

28,593,532

0

无

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6

20,311,442

0

质押

20,311,442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6

20,311,442

0

无

0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97

13,540,961

0

无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收益组合

未知

0.91

12,703,186

0

无

0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
心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股东名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与上述其他股东非一致行动
人，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融媒体和智
慧广电建设，深化改革并全力实施“一网两平台 2.0”战略规划，在有线电视网络行业面临用户
流失、市场份额减少的大环境下，以用户体验为核心，以业务创新为导向，围绕网络核心练内功，
提升网络价值变现，保存量促增量，积极应对行业调整和市场变化，上下迎难而上，开拓进取，
保持了公司的健康平稳发展。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有线电视注册用户 597.32 万户，较 2018 年底增长 2.77 万户；高
清交互数字电视用户 537.31 万户，较 2018 年底增长 16.86 万户；家庭宽带在线用户 64.7 万户，
较 2018 年底增长 2.4 万户。
报告期内，重点工作内容如下：
（一）完成重要保障期有线电视和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安全传输是公司安身立命之本。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春节、
“两会”、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重要保障期有线电视安全传输、信息网络安全和安全生
产任务。下半年，公司按照最高等级、最高标准、最高质量的要求做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安全传输服务保障工作，将十九大期间的系列安全保障措施长效化、制度化，并纳入到日
常安全保障工作中，全力以赴完成重要保障期安全传输任务和内容安全保障任务。
（二）着力做好用户发展和市场经营工作
1.持续推进居民用户和非居民用户的数字化推广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高清交互（含 4K 智能机顶盒）用户约 17 万户，累计高清超高清交互用
户数量达到 537 万户。上半年实现宾馆酒店数字化 56 家，共计 5400 多端；其中，中高端宾馆酒
店共 9 家，共计 2500 多端。
2.多措并举推进家庭宽带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受到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实施对 4G 套餐用户免宽带费用策略的影响较大，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家庭宽带用户 64.7 万户，较上年底增加 2.4 万户。公司积极调整市场
策略，多措并举发展宽带用户。通过营销策略的引导，用户分布继续向高带宽转型：35M 及以上
高带宽用户占比由 2018 年底的 44.5%提高到 51.5%。
（三）聚焦热点难点服务问题，进一步巩固提升服务水平
公司在 2018 年“服务质量提升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升服务工作，并
全面梳理、会商解决服务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明确目标、压实责任，打通落地执行的“最
后一公里”
，加大力度推进机顶盒置换、加强网优网改、简化业务流程、强化考核奖惩等工作，以
实际行动巩固并深化“以用户为中心”发展理念，以提升用户体验、提高用户满意度为目标，鞭
策业务调整及优化发展。

1.全面落实“接诉即办”工作要求，及时妥善解决用户诉求
公司研究制定并实施《关于优化提升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问题“接诉即办”工作的实施方案》
，
形成快速响应、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建立健全疑难诉求升级机制、信息报送与通报机制，加强
督办考核及责任追究，及时妥善解决用户诉求。报告期内，在市民热线的考核中，公司用户回访
率、解决率、满意率综合成绩得到较大提升。
2.推进 4K 机顶盒置换工作，提升用户体验
为进一步提升用户整体体验、减缓用户流失，公司大力施行高清交互机顶盒置换方案，积极
开展 4K 机顶盒市场化置换工作，并通过开展“服务进社区”、上门置换等方式，方便用户进行机
顶盒置换。报告期内，公司共置换 4K 机顶盒超过 18 万台。切实提高全网机顶盒的操控体验，4K
机顶盒的置换工作为将来国内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打下 4K 超高清视频业务用户基础。
3.加快分配网络优化和双向网络改造，不断提升网络质量
公司加大网优工作力度，加强日常维护工作，特别针对老旧小区以及日常用户报修、投诉比
较集中的区域，组织大规模的网络优化工作，提高网络运行质量；加快实现高带宽骨干网络的双
向化、宽带化和 IP 化。上半年，公司累计完成 FTTH 光纤到户、HFC 双向网络改造 10 余万户，累
计升级完成 84 个机房 DOCSIS3.0 系统工作，覆盖用户累计达到 573 万户。安装反向噪声监控系统
覆盖用户 12.8 万户，累计覆盖 552 万户。
4.切实提升宽带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宽带内网资源建设力度，提升用户访问速度。截至 6 月底，内网
峰值流量达到 208Gbps，内网占比维持在 74%以上。优化宽带出口监测系统，做到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提高宽带的稳定性。
（四）积极参与市区两级融媒体建设
1.积极推进“北京云·融媒体”市级技术平台建设
公司将该项目建设作为当前重点工作以及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对接北京市相关局
委办及融媒体中心等单位，明确项目建设需求，完善项目方案，推进项目实施。目前，
“北京云·融
媒体”市级技术平台项目一期已实施相关子系统建设，今年 8 月底基本完成项目一期建设。
2.支撑并参与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运维工作
公司积极参与各区融媒体中心对接融合工作。中标门头沟区和平谷区的融媒体平台建设项目，
完成这两个区级融媒体中心指挥调度、策采编发、融合发布等工作，以及移动端产品设计和开发
工作。
（五）大力发展超高清及互联网视频内容，促进新媒体业务发展
1.不断丰富优质节目内容
截至 6 月 30 日，高清交互平台传输 184 套数字电视节目（含标清数字电视频道 137 套、高清
数字电视频道 46 套、超高清数字电视频道 1 套）。在线视频点播类节目数量突破 15 万小时，其中
高清、超高清节目超 8 万小时，占比超 55%，周更新量 300 小时；
“4K 视界”专区共更新电影、电
视剧、纪录、音乐、生活五大类内容 700 小时，累计更新达 1200 小时。歌华导视频道累计制作
10 档栏目，共计 1460 个节目、超过 300 小时节目内容。此外，平台紧紧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主线，在首页开设“我们的 70 周年”专区，收录新闻联播系列专题内容和经
典爱国主题纪录片，充分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2.七大互联网电视牌照平台内容对接运营项目
上半年，百视通、NewTV、华数、芒果 TV 产品在 4K 超清智能机顶盒实现接入，
“看吧”栏目
实现在同一终端（即 4K 超清智能机顶盒）对全国七大互联网电视牌照方内容的全部集成。
3.积极开展党建、教育、文化等服务
党建服务平台上线北京组工栏目，为首都党员提供视频学习服务，实现党建信息的融媒体传
播。不断完善基础教育数字内容体系，更新课程时长；针对教育热点，策划中高考政策解读、人

民日报推荐学生必看纪录片等专题内容。
4.开发大数据共享平台和差异化产品
持续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院提供数据支撑和保障，双方合作开发大数据综合评价系
统；与华数合作开发相关大数据产品，应用将在下半年上线。
（六）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工作
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集客业务成为公司转型的突破口和引擎，公司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培育打造新的收入来源和利润增长点。目前，公司积极探索物联网云平台建设工作，积极开展智
能抄表等业务。
1.持续推进原有智慧城市项目
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通州区、昌平区、平谷区的雪亮工程项目。无线北京（MyBeijing）项
目已初具规模，目前全市已开通 AP 数量 9800 多个，覆盖公共场所 1000 多个。新增“歌华生活圈”
系列产品项目，积极搭建“歌华视联网”平台，推进“歌华手机客户端”的开发建设工作。
2、打造智慧城市服务新亮点
（1）打造“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平台，探索“智慧广电”赋能基层治理，助力街道、
社区更高效地开展“吹哨报到”工作。利用歌华有线网络，推进“工作端”“手机端”
“电视端”
三端融合，精准、快速响应群众诉求，提升“接诉即办”服务能力和工作效率，让群众在家了解
政府工作成果，提升群众参与感。上半年完成了卢沟桥街道及 37 个社区的试点工作。
（2）报告期内，中标通州区“煤改电”智能化监测服务系统项目，中标金额 2067 万元，年
底完成覆盖 6 万户的任务。此项目为公司运用物联网技术应用、全面开展综合智慧广电业务打下
重要基础。
（七）其他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1.积极开展副中心信息化建设
公司加速推进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有线电视接入机房建设工作，积极开展有线电视服务，制定
并实施副中心服务及运维保障方案。目前光纤网络建设已覆盖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域的所有建筑群。
2.稳步推进涿州“智慧云”项目
涿州“智慧云”项目办公楼已基本完成土建结构工程。目前着手开展项目数据中心设计工作，
完成可研报告审批，数据中心计划未来具备 5000 个中高功率（5kw）机架的装机能力。
3.加快推进 5G 技术移动交互网络建设及应用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 5G 相关试点工作，成立了 5G 建设领导小组和建设项目部，组织了与 5G
主流厂商的技术交流，参与北京市规委牵头的《北京市 5G 建设基础设施网络规划》编写，以及北
京市经信局牵头的《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 5G 网络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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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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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
整，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根据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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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上述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根据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有关科目累
积影响数，该等会计政策变更导致本集团期初总资产增加人民币 46,407,672.16 元，净资产增加
人民币 46,407,672.16 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详见财务会计报告中会计报表附注五、41、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
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