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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22-036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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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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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威视讯 股票代码 00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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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杨 刘刚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6001 号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6001 号 

电话 0755-83067777 0755-83066888-3002 

电子信箱 linyang@topway.cn 397287872@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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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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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827,270.40 899,666,593.17 -2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028,764.67 77,812,783.25 -2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3,455,134.13 65,676,397.77 -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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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987,774.81 119,389,038.61 -2.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6 0.0970 -29.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6 0.0970 -29.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3.4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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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086,671.13 3,710,256,123.33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48,580,703.42 2,273,807,854.7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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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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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广播

电影电视

集团 

国有法人 57.77% 463,662,061.00 0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88% 63,273,600.00 0   

深圳市龙

岗区融媒

文化传播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4% 32,420,050.00 0   

深圳市宝

安建设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4% 30,849,669.00 0   

深圳市龙

华投资控

股（集

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6% 10,130,288.00 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富国中

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1% 8,079,517.00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大成中

证红利指

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4% 5,953,42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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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易

方达中证

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0% 3,224,444.00 0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招

商中证红

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4% 1,916,936.00 0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一零零五

组合 

其他 0.24% 1,895,18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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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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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为进一步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社会群体降低营业成本、减轻负

担，切实减轻小微企业等租户的经营压力，根据《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深圳市关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等通知及相关工作指引，公司同意对符合相关减租条件的租户

在政策范围内进行房租减免，本次减免物业租金预计总额约 1,974 万元，具体详见公司 2022年 7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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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上披露的《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减

免物业租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号）。 

2、公司于 2020 年 7月 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为

充分利用 700MHz广覆盖的优势，参与中国广电 5G（深圳）试验网及中国广电 5G 网络（深圳地区）的建设与运营，同意

公司与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智城天威通信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9,800 万元，

持有智城天威 49%股权；深圳智城以现金方式出资 10,200 万元，持有智城天威 51%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号）。 

因中国广电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于 2021 年签订了一系列共建共享协议，达成了共建共享

700MHz 无线网络一致发展 5G业务的目标，智城天威无法再参与中国广电 5G（深圳）试验网的建设与运营，基于战略发

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和深圳智城拟共同决定对智城天威同比例减资，其中公司拟减资

9,310 万元，深圳智城拟减资 9,690 万元。减资完成后，智城天威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减少至 1,000 万元，

公司仍持有其 49%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对参股公司智城天威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号）。 

3、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形式及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

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等综合业务。以上申请授信最终以银行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公司

视运营资金实际需求在额度内使用。具体详见公司 2022 年 7月 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号）。 

4、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以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次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

款、结构性存款、智能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定制专属产品等，最高额度不超过 12 亿元（含本数）。具体详见公

司 2022 年 7月 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号）。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育民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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