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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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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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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石益华 身体不适 谢向阳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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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司 2020 年度未实现盈利，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还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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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广电 6009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超 游军群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云景路景晖巷8号广西广电

综合业务大楼 

广西南宁市云景路景晖巷8

号广西广电综合业务大楼 

电话 0771-5905955 0771-5905955 

电子信箱 gxgdwl@96335.com gxgdwl@96335.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运营，

实现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网络互联互通。依托广电网络开展广播电视节目传输、数据宽



带业务、数字电视增值业务以及数据专网业务的开发与经营。 

（二）经营模式 

公司以数字电视业务为核心业务，加强大数据、云计算、5G、北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有线

电视网络中的开发和应用，积极推动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深度融合，着力建设“智慧广电”网络，

培育壮大“智慧广电”产业生态，努力打造可管、可控、绿色、安全，兼具宣传文化、信息服务特

色的主流媒体融合传播网和数字文化传播网。 

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以下两个方面： 

1. 公众客户业务板块：收入来源包括数字电视业务、宽带业务和节目传输业务。通过向用户

提供数字电视基本收视业务和视频点播、双向互动、高清互动等增值业务，收取数字电视收视费。

通过向用户提供宽带接入服务，收取宽带使用费。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地方卫视频道、购物

频道的落地传输以及省内各地方频道提供传输服务，收取节目传输费。 

2. 集团客户业务板块：通过为集团客户提供数据专网等信息化服务，包括为党委政府、企事

业单位提供智慧广电视频会议系统、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社区、雪亮工程、智

慧旅游、智慧酒店等一系列产品，获得系统建设及传输服务费。 

（三）行业情况说明 

1. “全国一网”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  

由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控股主导、各省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共同参股、按母子公司制

管理的全国性股份公司——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全国广电网络统一运营管理体

系初具雏形，为整合全国有线网络资源和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转型，充分挖掘行业市场潜力，

积极拓展增量业务，开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平台。 

2. 广电 5G 与有线网络协同发展  

2020 年，中国广电与中国移动签署了 5G 网络共建共享合作框架协议，在内容、平台、渠道、

客户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广电 5G 网络建设及业务创新有序推进，“广电+通信”新业态为行

业新一轮大发展带来机遇。 

3. 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用户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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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V 和互联

网移动终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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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

势严峻，行业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0,421,137,075.37 9,106,823,870.29 14.43 8,455,388,897.87 

营业收入 2,166,274,693.50 2,229,741,013.73 -2.85 2,430,794,927.78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2,161,354,697.08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2,849,899.51 109,953,476.92 -229.92 124,253,45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191,956,443.64 -126,830,011.58 -51.35 36,745,902.99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617,539,614.97 3,789,628,984.22 -4.54 3,694,346,68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8,191,044.06 453,180,800.88 -36.41 477,026,932.4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07 -228.57 0.0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07 -228.57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86 2.93 减少6.79个百分

点 

3.3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70,810,463.77 424,447,856.00 374,399,969.21 996,616,40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553,049.53 -61,978,927.99 -76,441,964.48 -9,982,05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816,452.84 -75,295,113.21 -86,065,623.33 -19,779,25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934,980.43 -45,688,839.29 100,371,181.64 215,573,721.2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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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0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5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份数量 

广西广播电视台 489,059 465,137,361 27.84 0 无 0 国有法

人 

南宁广播电视台 0 108,754,121 6.51 0 无 0 国有法

人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0 83,977,009 5.03 0 无 0 国有法

人 

桂林广播电视台 -4,703,600 40,630,280 2.43 0 无 0 国有法

人 

梧州电视台 0 38,968,743 2.33 0 无 0 国有法

人 

玉林电视台 -9,841,700 33,157,564 1.98 0 无 0 国有法

人 

河池市广播电视台 -3,500,000 26,622,350 1.59 0 无 0 国有法

人 

贵港市广播电视台 0 25,141,085 1.50 0 无 0 国有法

人 

贺州市城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0 16,610,709 0.99 0 无 0 国有法

人 

百色市广播电视台 0 15,738,732 0.94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不知晓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6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63亿元，减幅 2.85%；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53亿元，减幅 229.9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三、4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本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本集团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减少 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