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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5                            证券简称：湖北广电                       公告编号：202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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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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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指定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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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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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7-86653990  

电子信箱 hbgddongmiban@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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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50,651,998.69 1,073,756,005.62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660,658.33 -17,396,936.71 -36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7,728,494.92 -23,375,584.78 -31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013,515.55 200,411,295.87 -138.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0.26% -1.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773,674,450.22 11,673,737,358.98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67,646,499.51 6,149,072,459.87 -1.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5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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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广播电视

台 
国有法人 11.94% 117,217,3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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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有线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2% 37,46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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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1.72% 16,872,3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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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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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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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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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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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疫情

防控债) 

20 湖北广电

(疫情防控

债)MTN001 

102000214 2020 年 03 月 05 日 2025 年 03 月 04 日 100,000.00 3.95% 

湖北省广播

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湖广转债 127007  2018 年 06 月 28 日 2024 年 06 月 28 日 121,8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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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7.49% 46.3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 5.21 

三、重要事项 

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说明 

2020年8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议

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4,494.53 万元（含本数）。 

2020年12月1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3222号），证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20年12月10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3222号)。2021年1

月7日，公司与中介机构在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后，编制完成了反馈意见回复，并按照相关要求在披露反馈意

见回复后将书面文件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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