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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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视传媒 6000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芳 苏甦 

电话 021-68765168 021-68765168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

路450号新天国际大厦17层A座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

莱中心B座22层 

电子信箱 irmanager@ctv-media.com.cn irmanager@ctv-media.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48,110,448.41 1,632,350,864.56 -1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51,951,601.45 1,235,785,978.38 -6.7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9,330,259.19 -73,529,744.11 116.69 

营业收入 282,557,818.22 381,620,895.30 -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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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791,250.55 63,568,549.07 -18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565,337.38 58,537,008.24 -20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62 5.25 下降9.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0 0.160 -18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0 0.160 -1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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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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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国有法人 54.37 216,182,194 0 无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2.48 9,862,080 0 未知 -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3,351,663 0 无 -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3,351,663 0 无 - 

北京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3,351,663 0 无 - 

陈燕 境内自然人 0.79 3,150,000 0 未知 - 

董小琳 境内自然人 0.76 3,008,462 0 未知 -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5 1,801,025 0 未知 - 

张宏伟 境内自然人 0.35 1,377,972 0 未知 - 

舒欣枝 境内自然人 0.30 1,194,734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是公司第一大

股东。上述股东中, 发起人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

湖影视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

央电视台，发起人股东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未来广告有限公司系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的子公司。 

2018年 3月 2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整合中央电视台（中

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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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已于 2018年 4月 19日挂牌。公司将根据后续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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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82,557,818.2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5.96%；实现营业利

润 -81,166,116.2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0.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91,250.5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87.77%。 

报告期公司影视业务收入86,050,031.1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87%。在影视剧业务方面，针

对影视剧行业不断加强监管和发展速度趋缓的行业现状，公司继续严格控制影视剧投资项目及投

资规模，谨慎把控影视剧业务经营风险。同时积极推进公司参与投拍的电视剧《客家人》《惹上你，

爱上你》《青年霍元甲之威震天津》《破局1950》等发行工作。在栏目及节目制作业务方面，公司

与总台继续紧密合作，承制综合频道《等着我》《一路有你》、综艺频道《越战越勇》、科教频道《健

康之路》等多个频道常态栏目的制作工作。2020年，公司还承制了农业农村频道《乡村振兴资讯》

《乡村振兴面对面》等多档栏目的制作业务。报告期公司与总台合作开发了大型融媒体公益助农

活动“我的家乡我代言”，同时积极进行原创节目研发，参与投资了人文社会类纪录片《智造美好

生活》。报告期公司影视制作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在影视技术服务业务方面，公司子公司中视北

方承担了总台多个栏目和节目的包装、剪辑、宣传片制作服务及设备租赁服务。报告期中视北方

完成了总台综合频道、电视剧频道多部电视剧播出版的包装和制作，完成了科教频道、中文国际

频道、音乐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综艺频道等多档栏目的制作及技术服务工作，完成了《美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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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等大型纪录片的前后期制作。疫情期间，中视北方全力保障总台重大宣传任务，配合

总台国防军事频道报道组前往一线报道，为总台纪录频道《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创作8部短

视频作品，自主创作《白衣战士》暨《火神山医院之歌》MV，完成总台综艺频道5•12慰问医护工

作者特别节目《天使礼赞》视觉包装及大屏幕制作业务，承接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西

班牙语抗疫MV《天使的身影》等。报告期公司影视技术服务业务收入增长。上述综合因素的影响

使公司影视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报告期公司广告业务收入 167,421,821.5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40%。公司子公司中视广

告承包了总台科教频道及农业农村频道整频道广告资源。报告期中视广告广告业务经营工作以为

已签约客户提供最优服务为主，竭力满足客户需求，维护好客户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参与多

家公司的线上广告招标等方式，积极寻求新客户资源。同时加大应收款的回收力度，保证公司经

营现金流良性流动。随着传统广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使广告销售模式更加适应市场发展趋势，

报告期中视广告与总台等单位共同设计了“CCTV 强农品牌计划”，取得了“CCTV 强农品牌计划”

的商业运营权，将对公司广告业务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新媒体业务方面，中视广告新开拓了短

视频生产制作业务，制作的多条视频已在央视频、抖音等平台投放。报告期，由于疫情对各行业

的影响及冲击，公司广告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公司旅游业务收入 28,711,576.5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7.27%。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

两分公司按照当地政府要求临时闭园，无锡分公司闭园近 1个月，南海分公司闭园 77天。两分公

司开园后，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的同时，按照精准防控、稳妥有序的指导原则，分批恢复

景区室外、室内的各项经营项目，严格执行限流措施，引导游客错峰出游，旅游业务逐渐恢复。

上半年，两分公司紧紧围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的总体要求，针对疫情引发的经营环境变化，

主动调整经营工作策略。在销售方面，两分公司加大本地市场宣传力度，除传统广告形式外，还

采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开展多种方式的新媒体联动营销。同时积极维护客源渠道，努力争取省

内团队客户，紧抓旅游行业逐步恢复的机遇，与省内外旅行社密切联系沟通，全力以赴复工复产。

在经营方面，两分公司积极拓展园内经营项目，举办特色活动展现景区亮点，还通过整合地区旅

游、餐饮、娱乐等资源，开展同业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合作共赢。在管理方面，两分公司严格

控制各类成本费用支出，并通过多种方式努力克服因疫情产生的困难，积极争取政府各项补助资

金。报告期，由于疫情对旅游行业的重大影响，公司旅游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综上，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公司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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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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 7 月 5日修订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变更了会计政策并按照新

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财务报表附注中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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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世鼎    

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