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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7007                           转债简称：湖广转债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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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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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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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赵洪涛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1 号（楚商

大厦） 
 

传真 027-8665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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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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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众客户提供数字电视、高清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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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广电网络已实现的业务有： 

数字电视业务：提供近150余套标清节目，70余套高清节目，2套4K信源节目。 

时移回看业务：提供90多个频道15天×24小时回看。 

互动点播业务：公司三大业务平台媒资内容存量均超过3.2万小时。其中，全业务平台推出聚合类产品，媒资内容近48

万小时。 

增值业务：为全省各地市提供融媒体本地化信息及民生类服务；合作推出电视购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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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P专线业务以

及热点区域WIFI覆盖等业务。 

信息化业务：为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提供社会管理服务平台、平安城市、电子政务、雪亮工程、视频会议等项目建设

及相关服务。如：电子政务平台工程建设及技术服务，智慧党建、智慧社区、智慧旅游、智慧酒店、智慧医院等智慧应用类

项目的建设及技术服务。 

电视+互联网应用业务：截至报告期末，“鳄鱼TV”共聚合腾讯、芒果、文广、华数及其它合作方内容共计62481部、84

万余条目，近48万小时。全年共计完成内容推荐约7700余次，跟踪搜集影视时事热点923个，策划开发视频专题359个，主题

套图824数据行。 

（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强化产品运营，推进降本增效 

推进产品标准化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业务、产品的运营管理；在推进直播服务升级的同时，实施付费频道优化精简，

优化信源成本结构；有效压降宽带出口采购成本，为宽带业务发展赋能；进一步规范机顶盒终端的使用发放流程，推动修废

利旧。 

2、强化营销宣传，推动保户拉新 

根据各时段节点到期用户结构及消费趋势，针对性开展 “一路同行，感恩有礼”、“电视用户节”等营销宣传活动，并同

步开展内部业绩比拼竞赛，着力拉动用户回归；规范全省积分管理，发挥积分在客户维系、营销推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

高面向客户的差异化服务水平，提升客户体验、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3、强化渠道运营，推行全员分销 

积极推动电子渠道改版，进一步深化网格经理制改革，推动传统营业厅转型升级，满足用户日益多元化和交互化的消费

需求；借鉴互联网裂变模式，开发一人一码分销平台，并组织开展“全员营销争霸赛”、“亲友圈全员分销”、“二级合伙人”等

多项全员分销活动，拉动主营收入。 

4、强化客服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调整维修、安装和投诉工单按时办结率的考核目标值及权重占比，加强对三大服务窗口精细化和协同服务管理；进一步

强化日常服务数据通报机制、日常质检机制、投诉舆情监督机制和服务联动协同机制，进一步完善密切关注客户诉求并及时

响应的服务机制。 

5、紧抓发展机遇，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重点聚焦全国一网、5G建设等战略部署，配合中国广电成功实现全球首例广电5G应用在湖北落地；完成700M清频迁移

工作，同时积极推进“两个中心进万家”工程，成为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

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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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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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383,677,070.

04 

2,624,932,423.

53 

2,624,932,423.

53 
-9.19% 

2,748,148,343.

21 

2,748,148,343.

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90,293,492.6

9 
102,926,991.35 102,926,991.35 -770.66% 183,360,452.18 183,360,45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2,046,811.1

4 
22,640,843.84 22,640,843.84 -2,891.62% 135,232,720.28 135,232,72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4,376,949.98 290,194,982.70 290,194,982.70 111.71% 563,234,132.29 563,234,132.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11 0.11 -745.45% 0.29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09 0.09 -888.89% 0.29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7% 1.56% 1.56% -12.23% 3.10% 3.1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673,737,358

.98 

11,864,787,404

.91 

11,864,787,404

.91 
-1.61% 

11,155,334,806

.99 

11,155,334,806

.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149,072,459.

87 

6,783,635,607.

98 

6,783,635,607.

98 
-9.35% 

6,385,908,742.

90 

6,385,908,742.

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57,947,813.88 615,808,191.74 540,410,869.72 769,510,19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20,440.56 42,123,503.85 -56,794,129.45 -616,102,42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298,154.06 31,922,569.28 3,478,868.88 -612,150,09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22,670.42 140,588,625.45 92,351,566.39 321,614,0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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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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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5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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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 117,217,3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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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楚天数字

电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9% 109,880,373 0   

湖北省楚天视讯

网络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9% 100,090,620 0   

中信国安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77% 76,278,905 0 质押 76,278,905 

湖北楚天金纬广

播电视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99% 58,856,372 0   

楚天襄阳有线电

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3% 35,676,007 0   

武汉有线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6% 30,015,086 0   

武汉市江夏区融

媒体中心（武汉市

江夏区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1.77% 17,361,165 0   

武汉盘龙信息网

络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16,872,376 0   

武汉市新洲区融

媒体中心 
国有法人 1.44% 14,122,6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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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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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参与转融通业务，将 9,526,000 股出

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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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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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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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湖北省广播

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湖广转债 127007 2018 年 06 月 28 日 2024 年 06 月 28 日 173,359.2 

第一年 0.5%、 

第二年 0.8%、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5%、 

第五年 1.8%、 

第六年 2.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6月24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年跟踪评级报

告》〔2020〕1940号，湖北广电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湖广转债”

债券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6.36% 42.04% 4.3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2% 13.55% -12.13% 

利息保障倍数 -4.93 1.8 -3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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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决策部署下，公司上下克难攻坚，坚

守“党网国企”的政治定位，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经营保收、风险化解等各项工作，强力推进“一主多翼、主辅融合”的发展战

略，积极融入“全国一网”新发展格局。公司全年完成营业收入23.84亿元，同比下降9.1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90

亿元，同比下降770.66%。 

（一）数字电视用户流失较大，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受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传统有线收视业务收入整体出现下滑。全省在用电视用户流失率为10.76%，

宽带在用用户数增长1.5%，在用OTT业务用户流失率为0.25%。报告期内，电视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4.78%，信息化应用收入

同比增长1.30%。疫情期间，公司配合政府管控措施，关停营业网点，响应政府号召，采取了“基本收视包欠费不停机、双向

互动用户回看免费用、付费直播频道免费看”的优惠政策，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导致业务收入减少，增加了相关成本。 

（二）升级优化产品结构，深化推进降本增效 

2020年完成全省范围鳄鱼TV换新升级工作，精简优化29套付费直播频道，新增3套付费频道，标清升级高清12套，清理

下线43款体验较差或版权到期的应用产品，引入高质量OTT应用，打造教育专区垂直应用。按照向内挖潜、降本增效的工作

思路，公司强化投资收益和成本支出管控，大刀阔斧推进事业部制改革，实施全成本核算。同时，通过频道优化精简、争取

疫情减免、联合采购及调整合作方式等措施压降成本。 

（三）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强力推进一主多翼 

2020年公司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构建了一主多翼多元发展的新业态。合资成立长江广电丽岛物业公司，启动入股垄上

人力资源公司，打造新的市场主体。星燎投资、科技实业、工程建设公司共实现收入1.7亿元，同比增长158%。强力推进台

网融合、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广电传媒基地大数据中心顺利推进，长江云电视版在鳄鱼TV电视终端落地。 

（四）布局广电5G网络建设，积极融入全国一网 

公司探索具有广电特色的5G覆盖网及差异化运营模式，加快互联网转型；制定全省地面无线数字电视频率迁移实施方

案，谋划广电5G+智慧县城、融媒体IDC大数据中心、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等重大战略引领项目，打通湖北首个5G SA VoNR

音视频高清通话。积极融入全国一网，参与中国广电发起股份认购，为参与全国一网运营、共享新的发展机遇，打下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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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有线电视产品 2,383,677,070.04 410,137,504.58 17.21% -9.19% -56.42%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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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传统有线收视业务收入整体出现下滑。电信运营商 IPTV 业务持续冲击和互联

网移动终端广泛普及，对广大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产生影响，有线电视用户逐步流失，致使公司收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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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所有业务均在湖北省，疫情期间，正值传统有线电视用户续费期高峰，公司配合政府管控措施，关停营业网点，致

使收入降低；同时，公司响应政府号召，采取“基本收视包欠费不停机、双向互动用户回看免费用、付费直播频道免费看”

的收费优惠策略，切实保障疫区用户在疫情期间正常收看电视，承担了较多社会责任，导致业务收入减少，增加了宽带成本。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收购武汉广电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十

堰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100%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出具了《湖北广电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

武汉投资公司相关资产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1）第 0222 号】，拟计提拟计提商誉减值2.09亿元。 

4、公司报告期内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 770 号】和《民事调解书》【（2020）最高法民

再 285 号】，裁定湖北广电、仙桃分公司、潜江分公司向和数公司总计支付 1.15亿元款项，相关款项已执行完毕，公司据

此在本报告期确认营业外支出 0.66 亿元（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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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

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748,478,819.12 -6,842,810.41 741,636,008.71 

合同资产  6,842,810.41 6,842,810.41 

预收款项 365,165,332.28 -365,165,332.28  

合同负债  344,495,596.49 344,495,596.49 

其他流动负债  20,669,735.79 20,669,735.79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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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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