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037

公司简称：歌华有线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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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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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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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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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歌华有线

股票代码
600037

董事会秘书
梁彦军
010-62364114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7层
600037@bgctv.com.cn

变更前股票简称

证券事务代表
于铁静
010-62035573
110011@bgctv.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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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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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6,263,734.67
12,593,398,588.83
本报告期
（1-6月）
438,033,185.57
1,208,955,523.25
378,800,829.07

15,083,842,335.82
12,690,266,686.98

468,143,889.94
1,220,727,308.58
405,331,036.38

末增减(%)
-1.44
-0.7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6.43
-0.96
-6.55

317,478,282.03

296,079,479.78

7.23

2.99
0.2722
0.2722

3.48
0.2912
0.2912

减少0.49个百分点
-6.52
-6.52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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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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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国有法
人

37.42

520,852,992

33,852,403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9

69,447,394

0

无

0

金砖丝路投资（深圳）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92

40,622,884

40,622,88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
人

2.73

37,999,717

0

无

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
证券积极策略 6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国有法
人

2.43

33,852,403

33,852,403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19

30,504,700

0

无

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6

20,311,442

20,311,442

质押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6

20,311,442

20,311,442

无

0

南京西边雨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07

14,895,057

14,895,057

无

0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0.97

13,540,961

13,540,961

无

0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质押

40,622,884

20,311,442

人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97

13,540,961

13,540,961

无

0

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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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经营发展，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有线
电视注册用户数量达到 584 万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8 万户，较 2016 年底增长 4 万户。高清交互数
字电视用户达到 490 万户，家庭宽带在线用户数达到 53.3 万户，较 2016 年底增加 2.7 万户。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9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177 万元，减幅 0.96%；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9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653 万元，减幅 6.55%。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场竞争以及国家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较晚，公司 1-5 月份已缴纳的增值税
抵免工作尚在进行之中，当前未进行抵免，导致营业收入及利润同比有所下降。
公司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一）完成安全传输保障任务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圆满完成了春节、北京市“两会”、全国“两会”、
“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等重要保障期的安全传输保障工作。
（二）加强市场拓展
1、推进宽带业务发展。为推进宽带业务发展，公司进行 DOCSIS3.0 升级，截至 6 月底百兆宽
带覆盖用户达到 380 万户；加强流量管理，完成静态出口扩容，完成爱奇艺、腾讯等链路优化，
为公司节省流量成本;开展多项营销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丰富融合套餐产品线；优化定价策略；
开展分配网网优工作。在 2017 年度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宽带业务稳步增长。截至 6
月底，宽带在线用户达到 53.3 万户，较去年底增长 2.7 万户。
2、积极推进非居民用户拓展及数字化工作。公司上半年梳理了全市近两万家宾馆酒店的
信息和入网情况，制定了高中低三档宾馆酒店的数字化方案。截至 6 月底，新增数字化酒店类客
户 64 家。
3、加强渠道拓展。公司积极推进微厅建设和新网厅、掌厅的持续优化，以及电视营业厅
的改版工作，有效推动市场拓展和服务品质提升。
（三）加强新媒体建设
1、加强高清交互数字电视新媒体建设。截至 6 月底，高清交互数字电视传输 188 套数字电视
节目（含标清数字电视频道 145 个、高清数字电视频道 43 个）；平台在线视频点播类节目总计 13.2
万小时，其中，高清节目 7 万小时，标清节目 6.2 万小时。新增十套高清频道和“美食天府”频

道，平台内容进一步丰富。教育专区上线“中高考专项突破”、
“中考实验满分冲刺”等专题课程，
专区在线学习达 180 万人次；云平台“健康”板块引入广场舞，将电视端和手机端相结合。
上半年，公司还启动了歌华游戏统一运营管理。游戏专区累计在线运营游戏 251 款，总注册
用户数超 300 万人次；全面改版“游戏看吧”
，改版后栏目日均点击量突破 1 万次。
2、推进互联网电视牌照平台对接项目。公司目前已完成与上海百视通、未来电视（CNTV）
、
杭州华数、南方传媒、芒果 TV 五家播控方的对接、联调、测试和协议签订工作。对部分用户进行
了免费试运营，并对用户收视点播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3、促进广电大数据发展与应用。积极参与总局收视数据标准制定工作，为总局提供“歌华版
数据标准”参考。确定了跨区域数据产品联合生产和发布的相关标准和流程；完成制作《京津冀有
线电视收视数据报告》周刊。完成基于歌华导视频道的“增强电视”应用上线，实现导视频道直
播过程中一键进入“电视院线”导流功能。尝试开展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电视院线精准营销。
（四）拓展智慧城市信息化业务
公司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大力发展集客业务，并将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公司转型
发展的战略举措，利用网络、技术、资源和本地化优势，深入参与“智慧北京”建设，积极开展
与政府合作项目。
截至 6 月底，无线北京项目共计接入 900 多个场所，共计建设 6000 多个 AP；上线通州区、
昌平区、朝阳区等“歌华生活圈”
。建设政企云平台，为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抗战馆、北京市文
化发展中心、前线杂志社等提供服务。歌华视联网现已接入北京市综治办和朝阳、石景山、昌平、
大兴、平谷、顺义、房山等区综治办。
同时，探索了多种创新合作模式，积极调动内外部力量，为下半年持续增加覆盖区域数量打
下良好基础。于 2017 年 1 月上线的“密云便民服务频道”
，对接整合了政府部门为民服务个性化
需求，频道月点击量已超 10 万人次。
（五）做好用户服务工作
1、加强客服和营业厅建设。充分利用客服系统以及科大讯飞语音分析系统不断完善数据平台。
截至 6 月底，96196 热线系统呼入量 440 余万通，接通率达到 96.66%。加强非旗舰营业厅的管理
和考核，做好硬件配置及培训，用户评价满意率进一步上升。
2、推进远郊农村地区新的网格化覆盖。完成了密云区和大兴区农村地区的网格化全覆盖。截
至 6 月底，全市网格化管理覆盖注册总用户已达 520 多万户。
（六）积极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及京津冀协同发展
1、城市副中心信息化建设工作。公司开展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域的网络建设，并成
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完成了城市副中心办公区网络外线光缆建设和机房传输系统建设。
2、河北保定涿州智慧云项目。智慧云数据中心（涿州基地）基建工程项目已完成了基础施工
设计相关工作；完成了施工总承包招标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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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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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