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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广电网络

转债代码：110044

转债简称：广电转债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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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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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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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广电网络

股票代码
600831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杨莎
（029）87991258
西安曲江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
曲江首座大厦
600831@china.com

李立
（029）87991255
西安曲江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
曲江首座大厦
600831@ch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37,962,767.80
3,839,795,072.68
本报告期
（1-6月）
-5,023,754.91
1,422,733,159.17
81,206,154.52
80,576,124.01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8,049,951,087.03
1.09
3,178,742,018.13
20.8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上年同期
期增减(%)
83,027,709.65
1,535,300,497.65
-7.33
112,751,444.96
-27.98
111,681,266.78

-2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4
0.125
0.113

3.75
0.186
-

减少1.41个百分点
-32.80
-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9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陕西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29

207,590,648

0

无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国有法人

3.20

22,692,73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5

19,526,952

19,526,952

无

0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16,501,650

16,501,65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2

15,022,4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7,894,300

0

无

0

其他

0.78

5,500,550

5,500,550

无

0

国有法人

0.70

4,985,4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0.60

4,234,095

0

无

0

其他

0.49

3,458,942

0

无

0

股东名称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
方点钻－东兴礡璞 3 号投资基金
西安黄河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刘莹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8C－
CT001 沪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第一名股东陕西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
行动人；
2、前十名股东中的第二名和第十名均属于中国
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产品；
3、未知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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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是公司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盈利能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上半年，公司坚
守党媒政网价值初心，以智慧新广电为战略定位，以“新网络、新媒体、新平台、新生态”
“四新
战略”为引领，坚持转型发展的战略定力，坚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秦岭云”进万家为核
心，推进雪亮工程、融媒体全覆盖、5G 试点、文创 IP 基地建设“1+4”重点项目，大力实施效益
投资、产品管理、用户价值、服务能力“四大提升工程”，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实现营业收
入 14.2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20.6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秦岭云推动大众主业升级
公司对“秦岭云”业务进行全面升级，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开展“秦岭云”进万家活动。一是
套餐升级。公司全面优化产品结构，打包标清、高清、4K 超高清直播频道、付费频道、互动点播、
增值应用、互联网视频、大带宽宽带和增值产品等推出新版业务套餐，用户可以在基本套餐的基
础上自选互联网产品会员、教育、体育、游戏、娱乐、付费频道等增值产品。二是内容升级。公
司对现有频道、资源、应用进行优化调整，目前统传频道 176 套，其中高清频道 61 套、4K 超高
清频道 1 套，付费频道 62 套，提供 60 套频道 3 小时移及 7 天回看，秦岭云盒点播视频内容时长
突破 120 万小时。三是模式升级。公司与合作方优化套餐分成模式，节省采购成本，并引入第三
方运营团队，对电竞、教育等专业板块进行运营。四是终端升级。公司优化终端软硬件，增强业
务承载能力，针对老年群体开发老年版 UI 界面，升级语音、扫码支付等功能，提升用户体验。五
是服务升级。公司以一切为了用户、一切适应市场、一切服务一线为出发点，实施用户价值提升、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进用户精准管理，开展用户发展及回访、服务大提升等活动，邀请第三方
机构进行客户服务追踪调查评价，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用户满意度。在上述措施的作用下，公司
智能终端用户持续增长，用户结构和质量逐步改善。截止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在网数字电视主终
端 556.50 万个、副终端 61.48 万个；高清电视终端 318.20 万个；
“秦岭云”智能终端 79.45 万个，
光网覆盖 198.96 万户；付费节目终端 165.56 万个；个人宽带用户 124.71 万户。
（二）四大战役促进集团业务提升
公司以“专网专线”、“雪亮工程”、“智慧城市”、“平安社区”四大战役为抓手，全面提升集
团业务。专网专线方面，新增集团专网专线 1.1 万条，在网运行线路超过 5 万条，覆盖党政、文
教、卫生、金融、医疗、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领域。雪亮工程方面，公司将其作为产业转型的
重点项目，积极整合资源，调动力量，采取与专业厂商等第三方“合作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
的模式快速推进。截止 6 月末，公司已中标或签约雪亮工程或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
程项目 20 个。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省视频大数据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投资组建了宝鸡
市视频大数据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经宝鸡市政府确定为宝鸡市雪亮工程的市场主体，开展宝鸡雪
亮工程投资建设运营服务。智慧城市方面，各分支机构结合实际开展业务，签约智慧城市类项目
13 个，包括延安安塞智慧养老项目、宝鸡太白智慧农业项目、咸阳秦都智慧电梯项目等，应急广
播累计覆盖 293 个行政村，AP 在线超过 5,000 个点。平安社区方面，公司以“政府+企业+物业+
公安”共建共享为思路，打造具有视频监控、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等功能的“平安智慧小区”
，已
在西安、宝鸡、汉中等地市落地，新发展平安社区 20 个，努力打造“平安社区”样板工程，争取

形成示范效应。
（三）加速推进融媒体建设
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公司“新媒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坚守党媒政网价值初心的
重要转型业务。在融媒体中心平台建设上，公司坚持移动优先，按照“媒体+政务+服务”的理念
模式，切实把融媒体中心建成可管可控的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打造“统
一平台、资源共享、数据互通”的媒体融合生态圈。截止 6 月末，公司已完成县区融媒体中心平
台上线 87 个，“爱系列”移动客户端开发上线 52 个。“爱系列”移动客户端累计支撑全省近 200
场直播活动，直播时长 800 小时，超过 420 万人次观看。6 月 19-21 日，广电总局全国广播电视
媒体融合发展培训在陕西召开，推广媒体融合“陕西模式”
。7 月 22 日，陕西省委宣传部、省委
网信办、工信厅、财政厅、人社厅、广电局、通管局、记协等八部门共同印发《陕西省加强县级
融媒体中心建设实施方案》
（陕宣发[2019]12 号）
，明确由本公司“建设覆盖全省，互联互通的‘秦
岭云’省级技术平台，开设新闻信息发布、政务信息发布、应急信息发布、民生服务提供等功能”，
进一步确定了公司在全省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的地位。8 月 6 日，公司与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建设陕西融媒体中央厨房业务系统及移动端 APP、宣传指挥
调度系统、舆情支撑系统建设、人才培训、渠道拓展等方面进行深入联动合作。公司计划到年底
前完成全省 107 个县区融媒体中心平台上线，并大力实施融媒体进社区，将融媒体打造成为公司
“升级大屏、拓展小屏、实现跨屏”的标志性项目。
（四）积极跟进 5G 试点
2019 年 6 月 6 日，工信部向包括中国广电在内的四大运营商颁发正式 5G 商用牌照。全国广
电行业将利用这次契机建设一个高起点的现代传播网络。这个网络将是汇集广播电视、现代通信
和物联网服务的高起点、高技术的 5G 网络，使广大用户能够真正体会到现代超高清电视、现代物
联网带来的智慧广电服务，甚至是社会化的智慧城市服务。5G 背景下，全国广电一网整合、智慧
广电建设都在加速。对此，公司持续关注 5G 行业与技术的发展动态，紧密跟踪广电总局 5G 相关
进展，将 5G 作为战略发展方向，积极探索 5G 时代的网络规划、应用场景等，研究制定 5G 专项行
动方案。7 月 15 日，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5G/700M 融合无线网
新技术推广、4K/8K 超高清电视平台建设以及基于华为云联合创新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推
进 5G 与公司业务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深度融合，通过技术突破、产品创新和应用落
地，为用户提供全新场景和优质体验，推动公司在 5G 时代取得战略转型的全方位突破和高质量发
展。
（五）探索布局文创 IP 基地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陕西广电华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组建陕西广电眼界视觉文创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广电眼界将作为公司布
局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和文创 IP 基地的建设运营主体，依托合作各方的优势资源，发挥资源整合
功能，建设运营文创 IP 基地，吸引优质文创企业和项目入驻，培育孵化文创 IP 品牌。2019 年 2
月 2 日，广电眼界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广电眼界成立后，一方面启动基地物理空间建设工作，依
托丝路影视旗下丝路文化大厦进行基地装修改造工程；一方面积极对接文创科创企业，做好入驻
接洽工作。目前有意向入驻的项目涉及文化创意、媒体传播、技术应用开发、泛 IP 内容生产、文
体赛事活动策划承办、专业文化活动保险服务、城市书房及其关联大数据应用管理等领域。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2、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按新准则要求对原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
量进行调整。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没有报价、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
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立强
2019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