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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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晓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谢文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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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329,612,945.44

11,155,334,806.99

1.56%

6,827,600,771.34

6,385,908,742.90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607,449,585.50

-0.27%

1,864,837,825.34

-2.29%

18,877,415.11

-29.71%

150,007,269.94

-27.18%

12,326,779.66

-41.28%

114,751,146.71

-40.70%

80,030,353.73

-6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16

-3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66.67%

0.13

-4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0.11%

-1.13%

-1.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42,7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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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087.1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256,335.41

债务重组损益

7,519,348.8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7,394,971.57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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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48,382.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17,571.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8,856.89

合计

35,256,12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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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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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3,569,96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武汉广播电视台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2.16%

117,217,386

0

国有法人

11.40%

109,880,373

0

国有法人

10.39%

100,090,620

0

国有法人

7.92%

76,278,905

0 质押

播电视信息网络 国有法人

6.11%

58,856,372

0

国有法人

4.10%

39,541,086

0

国有法人

3.70%

35,676,007

0

国有法人

1.80%

17,361,165

0

国有法人

1.75%

16,872,376

0

湖北省楚天数字
电视有限公司
湖北省楚天视讯
网络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量

76,278,905

湖北楚天金纬广
有限公司
武汉有线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
楚天襄阳有线电
视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夏区广
播电视服务中心
武汉盘龙信息网
络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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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新洲区融
媒体中心

国有法人

1.47%

14,122,61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广播电视台

117,217,386 人民币普通股

117,217,386

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109,880,373 人民币普通股

109,880,373

湖北省楚天视讯网络有限公司

100,090,62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90,620

76,278,905 人民币普通股

76,278,905

58,856,372 人民币普通股

58,856,372

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39,541,086 人民币普通股

39,541,086

楚天襄阳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35,676,007 人民币普通股

35,676,007

武汉市江夏区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17,361,165 人民币普通股

17,361,165

武汉盘龙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16,872,376 人民币普通股

16,872,376

武汉市新洲区融媒体中心

14,122,611 人民币普通股

14,122,61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楚天金纬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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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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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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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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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期末数

期初数

357,518,895.35

565,823,257.83

37,078,210.00

变动额
-208,304,362.48

变动幅度
-36.81%

原因说明
支付较多的网络建设资金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报表列报

37,078,210.00

项目变化所致
应收账款

613,221,370.99

385,672,936.47

227,548,434.52

59.00% 主要为本期集客业务、频道经营
业务增加的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321,904,835.80

67,738,709.15

254,166,126.65

375.22% 主要为支付的诉讼执行款、网络
建设投资预付款

其他流动资产

619,587,587.4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7,194,275.86

-387,606,688.46

58,533,238.43

-58,533,238.43

-38.48%

主要为理财投入的减少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报表列报
项目变化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28,850,0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报表列报

28,850,000.00

产

项目变化所致

短期借款

939,000,000.00

315,100,000.00

623,900,000.00

198.00% 主要为本期支付网改投资形成的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增加的贷款

应付票据

164,726,201.03

349,149,418.54

-184,423,217.51

-52.82% 主要为本期支付了到期的应付票
据

预收款项

238,905,290.49

524,696,487.69

-285,791,197.20

-54.47% 主要为基础电视业务预收款项的
降低

应付职工薪酬

145,475,808.46

271,748,977.18

-126,273,168.72

其他应付款

134,121,106.26

186,640,267.98

-52,519,161.72

1,051,303,028.72

1,341,440,280.30

-290,137,251.58

963,569,969.00

636,217,448.00

327,352,521.00

应付债券
股本

-46.47%

支付2018年计提的年度绩效

-28.14% 收到的保证金、代付款项减少
-21.63%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

51.45% 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可转债
转股形成

其他权益工具

302,571,376.09

396,941,671.60

-94,370,295.51

其他综合收益

0.00

-17,487,571.18

17,487,571.18

-23.77%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报表列报
项目变化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

上期发生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60,881,234.96

48,650,686.10

12,230,548.86

25.14% 本期子公司形成的研发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22,651,963.37

16,646,444.94

6,005,518.43

36.08% 平均借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013,369.22

9,837,876.62

-5,824,507.40

-59.20% 去年同期出售大唐融合资产，本

投资收益（损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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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无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5,524,743.7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394,971.57

4,311,786.31

1,212,957.43

应收账款增加形成

-28.13%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可供

7,394,971.57

出售金融资产变为其他非流动金

（损失以“－”号填
列）

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化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082,406.53

14,580,829.50

8,501,577.03

58.31% 主要为政府补偿款及债务重

组收益的增加
营业外支出

4,002,769.72

1,552,732.50

2,450,037.22

157.79% 主要为精准扶贫、盘亏损失的

增加
所得税费用

4,097,419.03

791,092.14

3,306,326.89

417.94% 本期子公司形成的所得税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本期发生

上期发生

变动额

8,203,425.94

17,380,117.29

-9,176,691.35

80,030,353.73

252,639,596.87

-172,609,243.14

变动幅度
-52.80%

原因说明
本期支付较少的税费

-68.32% 主要为经营现金流入减少、支付

金流量净额

诉讼执行款和集客项目成本的
影响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662,455,110.00

297,877,997.49

364,577,112.51

122.39%

上期理财投资在当期未赎回

12,855,376.78

3,641,567.33

9,213,809.45

253.02%

上期理财投资在当期未赎回

675,410,773.78

302,036,720.82

373,374,052.96

123.62%

上期理财投资在当期未赎回

216,600,000.00

1,123,430,000.00

-906,830,000.00

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72% 上期利用可转债闲置资金进行
理财投资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1,369,727,216.48

2,188,255,429.08

-818,528,212.60

-37.41% 上期利用可转债闲置资金进行

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理财投资
-694,316,442.70

-1,886,218,708.26

1,191,902,265.56

63.19% 上期利用可转债闲置资金进行

金流量净额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理财投资
1,726,000,000.00

2,372,692,000.00

-646,692,000.00

-27.26% 上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的资金
1,726,000,000.00

2,372,692,000.00

-646,692,000.00

-27.26% 主要为上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券收到的资金
1,152,123,950.00

583,716,669.15

568,407,280.85

97.38% 本期偿还超短贷补流资金流出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的增加
1,214,576,799.82

654,416,900.72

560,159,899.10

85.60% 本期偿还超短贷补流资金流出

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的增加
511,423,200.18

1,718,275,099.28

-1,206,851,899.10

-70.24%

上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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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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下达的（2018）最高法民终289号民事判决书和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
鄂96执50号】，2019年9月11日，公司通过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账户将148,864,723元款项（扣除执行费后）划入和
数公司账户。因和数公司尚未交付资产，公司暂无法对资产进行审计确定资产价值和可能需要计提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下达（2018）最高法民终289号民事判决书后，公司认为，首先，判决书采信了未经评估机构盖
章确认的评估报告（初稿），公司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其次，评估报告（初稿）的假设条件和评估结论不符合评
估对象的行业属性和经营特征，评估结论不符合客观公允的原则，公司不予认可；第三，判决书将用两种方法对同一资产价
值进行评估的结论简单相加作为判令依据，导致公司同一个项目重复承担了两份收购款项，存在严重的常识性错误。
公司依法于2018年12月28日向最高院提交了再审申请。2019年2月21日最高院正式受理公司再审申请，案号（2019）最高法
民申770号，最高人民法院已组成合议庭对公司再审申请进行了审查。4月9日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了听证，目前仍在再审流
程程序进行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7 年，因联营合同履约产生纠纷，浙
江和数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将本公司起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公

2019 年 09 月 12 日

告编号：2019-050）

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驳回浙江
和数公司诉讼请求。和数公司不服，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撤销
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公

一审判决，支持和数方诉讼请求。我司 2018 年 11 月 28 日
不服二审判决结果，已向最高人民法院

告编号：2018-061）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公司再
审申请，正在进行立案审查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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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公 计入权
证券品 证券代 证券简 最初投 会计计 期初账 允价值 益的累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 会计核 资金来
种

码

称

资成本 量模式 面价值 变动损 计公允 买金额 售金额
益

损益

面价值 算科目

源

价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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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境内外
股票

300017

境内外
股票

833035

交易性

网宿科

50,000, 公允价

26,683, 7,394,9 -15,921,

技

000.00 值计量

238.43

大唐融

18,000, 公允价

3,000,0

3,000,0

合

000.00 值计量

00.00

00.00

68,000,

合计

--

000.00

71.57

7,394,9 34,078,

790.00

71.57

210.00

金融资
产
交易性

29,683, 7,394,9 -15,921,
238.43

71.57

790.00

0.00

0.00

7,394,9 37,078,
71.57

210.00

金融资
产
--

自有资
金

自有资
金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自有资金、可转债闲置募
集资金

合计

21,660

8,450

0

21,660

8,45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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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9 月 24 日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介绍公司发展情况，鳄鱼 TV 产品情
况，公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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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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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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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彬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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