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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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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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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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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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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1年度未实

现盈利，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还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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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广网络 60099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宗文 谢娟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36号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36号 

电话 0851-84115592 0851-84115592 

电子信箱 dmb@gzcbn.com dmb@gzcb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按照证监会行业划分，公司归属“I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分为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行业。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行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兼具公共文化传播、现

代传媒、公用事业、信息技术等行业特性。2021 年行业情况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竞争加剧成为国内有线电视运营商面临的共性问题，视频内容服务向高清化、移动化、

智能化和多屏化发展，移动视频、IPTV 和互联网视频业务抢占市场、分流用户，导致传统有线电

视行业用户数量持续下滑，行业内各单位普遍面临竞争加剧、用户流失、利润下降等问题。 

二是 23 家非上市省级广电网络公司（含广州珠江数码、新疆兵团广电网络等）及其分子公司

相继完成工商变更，开启中国广电实质性统一运营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三是中国广电与中国移动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700MHz 5G 网络共建共享正式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运营，主要业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收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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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增值业务的开发与经营、数据业务、有线电视相关工程及安装、节目传输、终端销售等，

业务区域覆盖贵州省全境。公司大力发展数字电视、高清互动、个人宽带等三网融合业务，推进

有线无线融合网业务，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旨在打造全新的全媒体服务平台和家庭

娱乐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以中国（贵州）智慧广电综合试验区建设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和要

求为指引，扎实推进智慧广电项目建设，夯实转型升级基础。全面完成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创新

推进“阳光校园·智慧教育”项目，有线无线、宽带窄带融合网应用取得新成效，推进国家文化

大数据体系建设，为广电 5G 商用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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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9年 

总资产 17,904,118,300.93 16,150,742,838.12 10.86 15,086,813,87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07,042,792.60 4,555,842,439.03 -9.85 4,716,311,927.10 

营业收入 2,783,957,971.250000 3,473,095,289.490000 -19.84 3,417,953,3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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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148,112.290000 3,460,433,326.940000 -20.1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267,983.15 -55,420,889.49 不适用 214,527,48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4,475,253.20 -77,024,732.27 不适用 173,788,553.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436,449.35 182,797,833.77 45.75 207,543,33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8 -1.15 

减少

9.13个

百分点 

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5 不适用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1 不适用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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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072,347.33 667,608,595.63 498,139,229.69 1,134,137,79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8,622,126.06 -173,124,671.12 -214,114,748.86 130,593,56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97,613,823.59 -180,042,827.06 -224,881,000.79 128,062,39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5,008,723.94 -65,002,630.66 94,175,559.92 312,272,2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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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3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64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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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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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数量 

质押、标

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贵州广播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0 443,274,686 
42.1

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 121,423,728 

11.5

5 
0 无 0 国有法人 

贵州电信实业有限公司 0 61,263,752 5.83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0 39,963,285 3.8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纯达量化对冲稳健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1,550,993 31,550,993 3.00 0 无 0 其他 

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0 21,631,050 2.06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兵峰 3,550,000 3,55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肖明昌 2,347,800 2,347,8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殷洪刚 -72,100 2,230,20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3,592 2,095,492 0.2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贵州

广播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晓

其余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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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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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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面对全国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三网融合的强势竞争，物资短缺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多重困难，公司全力抓好经营创收，总体发展平稳有序。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84 亿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亿元，总资产 179.04亿元，净资产 41.07亿元。全省有线数

字电视终端用户达 869 万户，其中：高清互动用户达 612万户，宽带用户达 346 万户。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