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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健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春

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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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0,163,573.13 5,558,177,257.29 1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107,560,416.32 2,197,350,614.89 314.4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83,264,199.39 15.02% 1,955,513,087.26 1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2,827,051.79 105.19% 403,611,001.43 6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8,480,516.41 107.31% 395,635,308.02 7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89,632,997.44 -2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 64.62% 0.309 4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7 64.62% 0.309 4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53.66% 6.71% -46.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76,368.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608,605.18

主要系媒体云综合运营系统

项目补助及富阳智慧三农项

目补助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2,888.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9,432.10

合计 7,975,693.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52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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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1.85% 599,812,467 599,812,467

杭州云溪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0% 286,671,000 286,671,000 质押 286,671,000

浙江省二轻集

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91% 99,085,821 90,585,821 质押 8,500,000

湖南千禧龙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4% 98,000,047 98,000,047 质押 43,000,000

新疆源仓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7% 71,184,200 71,184,200 质押 71,180,000

浙江省发展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98% 57,072,698 57,072,698

东方星空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8% 57,072,698 57,072,698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0% 31,483,165 0

北京光华贰陆

柒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16,028,100 16,028,100 质押 14,418,550

上海景贤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1% 10,121,400 10,121,4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483,165 人民币普通股 31,483,16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3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1,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727,095 人民币普通股 5,727,0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05,561 人民币普通股 2,705,561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MORGAN�STANLEY�&�CO.�

INTERNATIONAL�PLC.

2,407,204 人民币普通股 2,407,204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10,745 人民币普通股 2,310,745

张依 1,839,640 人民币普通股 1,839,64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799,556 人民币普通股 1,799,55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华数集团、二轻集团、千禧龙、浙江发展、东方星空之间没有关联

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关于上述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本公司未知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455,495,238.26 889,950,004.12 625.38%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8,000,000.00 主要系子公司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应收票据 1,794,000.00 4,126,200.00 -56.52% 主要系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628,661,121.20 322,263,664.57 95.08% 主要系未到回款期的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918,139.94 125,017,276.21 -88.87%

主要系由相关投资事项完成后，由其他流

动资产转至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873,956,315.11 118,478,589.45 637.65% 主要系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78,707,173.73 260,097,702.23 45.60% 主要系网络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54,500,000.00 -100.00% 系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11,161,340.38 26,286,081.05 -57.54% 主要系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1,832,682.18 5,241,160.82 125.76%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股本 1,541,929,781.78 541,929,781.78 184.53% 系本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资本公积 6,202,401,733.26 695,802,933.26 791.40% 系本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7-9) 上年同期(7-9)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6,712,533.42 3,010,336.64 -322.98%

主要系贷款减少、存款增加导致利息费用

减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287,329.62 -175,442.93 -5963.63% 主要系相关投资项目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656,501.55 26,447,261.88 -86.17% 主要系税收优惠政策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1-9) 上年同期(1-9)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9,261,895.79 19,931,114.07 -53.53% 主要系营改增税收政策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8,251,545.13 13,195,233.92 -162.53%

主要系贷款减少、存款增加导致利息费用

减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715,226.14 5,832,149.16 289.48%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277,873.67 -992,699.89 -1135.35% 主要系相关投资项目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1-9) 上年同期 (1-9)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626,593.39 29,051.94 33035.80% 主要系收到返还的增值税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9,876,306.61 44,478,059.57 57.10%

主要系银行利息收入、收回的票据保证金

等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5,258,124.72 87,977,906.70 -37.19% 主要系支付的所得税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562,558.80 -100.00% 本期无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67,890.41 主要系收到有关投资项目分红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7,972.60 89,388,388.28 -99.76%

上年同期主要系网通信息港宽带业务资

产包交割时划入的账面货币资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651,057,325.50 100,000,000.00 551.06%

主要系本期支付对浙江华数等投资款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000,000.00 4,061,000.00 97.00% 主要系子公司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519,098,800.00 本期金额系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8,500,000.00 -100.00% 本期未新增银行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54,500,000.00 618,500,000.00 -58.85%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632,805.53 17,045,366.68 -72.82% 主要系偿付银行利息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268,534.53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支付的发行费

用等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上海源仓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继续履行原限售流

通股股东所做出的承诺

事项，继承原限售流通股

股东的所有义务，承诺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

诺义务。

2012年10月

19日

至2015年10

月19日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涉及购买资产盈利

预测及利润补偿的 承诺

（详细内容 参见公司

2014年 2�月 12�日披 露

的《关于实际 控制人、股

东、 关联方、收购方 以及

本公司承 诺履行情况的

公告》，下同）

2011年09月

05日

至2015年12月

31日

2011年度重组置入资产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270.64万元，超

过承诺利润，该承诺已履行完毕；2012年度重组置入资产华数传

媒网络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6,472.01万元，超过承诺利润，该承诺已履行完

毕；2013年度重组置入资产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670.52万

元，超过承诺利润，该承诺已履行完毕；2014年度重组置入资产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278.81万元，超过承诺利润，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其他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无违

反该承诺的情况。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华数集团以资产认购的

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承诺的

利润补偿期限届满前不

得转让。 若需要补偿利

润的，则在利润补偿实施

完毕前不得转让。

2012年10月

19日

至2016年5月

31日

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湖南千禧龙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浙江省二

轻集团公司、

东方星空创业

投资有限公

司、浙江省发

展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千禧龙、二轻集团、东方

星空、浙江资产以资产认

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

2012年10月

19日

至2015年10

月19日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文

化广播电视集

团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2012年10月

19日

截至本公告

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

履行过程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及文广集团无违反

该承诺的情况。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文

化广播电视集

团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2012年10月

19日

截至本公告

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

履行过程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及文广集团无违反

该承诺的情况。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新昌华数等有线网

络公司资产和业务的承

诺

2011年10月

19日

截至本公告

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

履行过程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湖州广

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湖州

广播电视总

台、嘉兴市广

播电视集团、

嘉兴广播电视

集团有限公

司、金华广播

电视集团有限

公司、丽水市

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

司、丽水市广

播电视总台

关于浙江网络资产和业

务的承诺

2012年10月

19日

至2017年10

月19日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及浙江网络的其他

7名股东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文

化广播电视集

团

关于规范并减少关联交

易的承诺

2012年10月

19日

截至本公告

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

履行过程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及文广集团无违反

该承诺的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承诺认购的股份自华数

传媒本次非公开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进行转让。

2013年12月

30日

至2016年12月

30日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华数网通信息

港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利润补偿

的承诺

2013年12月

30日

至2015年12月

31日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网通信息港无违反该承诺的

情况。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

下，将中广有线持有的浙

江省范围内的有线电视

资产和业务以适当的方

式置入上市公司，具体的

交易方式视届时上市公

司及置入资产的具体情

况确定。

2013年06月

21日

截至本公告

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

履行过程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华数数字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宁波网络公司资产

与业务的承诺函

2014年09月

29日

截至本公告

日，该承诺持

续有效，仍在

履行过程中。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数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杭州云溪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自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所认购的股份。

2015年05月

12日

至2018年5月

12日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云溪投资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49,000 -- 55,000 38,386.82 增长 27.65% -- 43.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 0.41 0.33 增长 12.12% -- 24.24%

业绩预告的说明 预计本年度经营业绩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增长、归还借款财务费用减少及利息收入增加等。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5年07月30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

浙江“一省一网”整合工

作进度，公司内容方面的

发展思路以及未来公司

新媒体和新网络板块的

发展规划。

2015年08月14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证券、泰康

资产、东方基金

公司互动电视业务和互

联网电视业务的发展情

况，公司2015年的经营

情况。

2015年09月08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野村证券、施罗

德投资、Putnam

投资、未来资产、

Dynamic�Funds�

、 GIC、汇丰环球

投资、大东方人

寿

公司互动电视业务和互

联网电视业务的发展情

况，公司在内容方面的具

体规划。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58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来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来涛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

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来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来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来涛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来涛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公

司董事会对来涛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60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2015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其中，议

案三《关于提名李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为公司于2015年10月

29日收到董事来涛先生的辞职报告后， 由公司股东浙江省二轻集团公司与东方星空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提出的临时提案，公司全体董事同意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会议应出席董事12

名，实际出席12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详见公司同时发布的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公告编号：2015-059）。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关联董事

王健儿、沈林华、冯钟鸣回避表决。

同意增加公司2015年度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7,200万元，增加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600万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时发布的《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同意提名李庆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李庆先生简历：

李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2年9月，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经济师，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1994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证券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助理，

浙江凡思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册证券分析师，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总经理助理，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现任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庆先生与华数传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华数传媒股权，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有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3、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的核查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61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同意增加公司2015年度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7,200万元，增加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600万元。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62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日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媒

网络” ） 及下属子公司2015年度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将增加不超过7,200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增加不超过

600万元。

根据公司201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增加后，预计公

司2015年度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分别为17,850万元与21,681万元。

2014年度， 传媒网络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7,212.22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0,013.97万元。

《关于增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已经公司2015年10月30日召开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100%，关联董事王健儿、沈林华、冯钟鸣回避表决。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金额7,8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3.53%，本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增加的

2015年度金

额

（万元）

预计2015年

度金额合计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本年初至9月

底累计发生金

额（万元）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和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3500 4700 601.74 8.34% 2981.54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3000 8400 5031.98 69.77% 5119.10

深圳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600 600 489.35 6.79% 427.35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100 100 32.33

小计 7200 13800 6123.07 84.90% 8560.3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商品及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500 1500 305.63 3.05% 915.94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100 100 29.17

小计 600 1600 305.63 3.05% 945.1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住所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王健儿 123,995.945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计算机系统集成及安

装服务

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号B2229室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方建生 71,769.03

杭州地区以外的相关地市的有线电视网

络运营

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号B2039室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

郑晓林 27,260.23 主机托管业务及信息传输服务

杭州市转塘科技经济

区块2号3幢

31203-31212

深圳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徐国胜 8,360

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产品的技术开发

和技术咨询，数字电视应用技术的开发、

服务和咨询等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一

园区113栋厂房2、3、4

层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余新平 50,000 国有资产经营

杭州市上城区之江路

888号2210室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彭蕾 100,000 第三方支付平台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25号C楼103室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15.18%股份，为浙江华数第一大股东，且公司董事沈林华先生担任浙江华数董事，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深圳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委派深圳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一名，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马云系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

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前述预计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本着“公开、公平、公

正、互利互惠” 的原则，与上述关联方按照不损害上市公司权益的公允定价方式，签署相关

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中，公司与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浙江

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

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由于业务增长所致，均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公司的全部关联交易协议之定价与交易条件将依照不劣于市场定价和行业定价的标

准确定；在协议签署前公司将向董事会提交相关关联交易协议草案与相关市场定价和行业

定价标准的资料。

（三）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导致对关联人的依赖（或者被其控制），不会影

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

综上，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

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况；关联交易金额相较于上市公司2014年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24.12亿元和营业成本13.95亿元占比较小，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该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市场运营需要，有助于提高公司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关

联交易按照不损害上市公司权益的公允定价方式，签署相关协议；关联交易协议之定价与

交易条件将依照不劣于市场定价和行业定价的标准确定；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

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对增

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示同意。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新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市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对上市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

定，保荐机构对华数传媒增加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恩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志

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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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2,760,159.20 6,044,500,696.03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00,492,679.23 2,694,285,331.17 0.2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5,712,706.80 -58.03% 1,353,362,343.71 -3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05,037.84 187.40% 12,718,324.75 2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4,831.31 188.34% -7,773,146.34 -21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0,668,100.61 -68.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100.00% 0.0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100.00% 0.0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0.05% 0.47% 0.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4,286.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577,309.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0,203.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05,362.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392.90

合计 20,491,471.0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22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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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恩荣 境内自然人 33.29% 265,617,000 199,212,75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06% 255,801,890 0

张云三 境内自然人 4.14% 33,002,400 22,956,000

林福龙 境内自然人 3.28% 26,162,000 19,621,5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0% 13,536,100 0

梁永强 境内自然人 0.58% 4,639,000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国有法人 0.51% 4,039,40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4,039,4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4,039,40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4,039,4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5,801,89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5,801,890

张恩荣 66,404,250 人民币普通股 66,404,25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5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36,100

张云三 10,0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7,652,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394,400

林福龙 6,5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0,500

梁永强 4,6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39,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4,0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9,4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9,4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9,4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恩荣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与张云三为父子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分析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货币资金 304,550,194.87 615,209,216.38 -50.50% (1)

应收利息 10,018,434.83 2,670,703.33 275.12% (2)

应收票据 51,129,624.26 90,685,848.66 -43.62% (3)

发放贷款 121,500,941.50 100.00% (4)

其他流动资产 71,152,464.64 48,939,615.27 45.39% (5)

长期股权投资 3,011,871.75 54,356,021.71 -94.46% (6)

长期待摊费用 13,889.04 76,389.00 -81.82% (7)

预收帐款 48,970,404.66 151,391,041.52 -67.65% (8)

应付职工薪酬 18,061,784.46 26,372,504.82 -31.51% (9)

应交税费 16,451,163.26 10,334,086.93 59.19% (10)

应付利息 10,620,056.48 21,635,356.93 -50.91% (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932,509.64 10,917,268.07 45.94% (12)

其他非流动负债 1,808,000.00 -100.00% (13)

其他综合收益 -693,886.38 312,161.80 -322.28% (14)

少数股东权益 113,317,189.02 55,962,144.43 102.49% (15)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50.5%，主要是因为公司归还到期银行贷款及销售收入减少

所致。

（2）应收利息较年初增加275.12%，主要是因为公司本季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寿光市懋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了应收利息所致。

（3）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43.62%，主要是因为公司收到的票据对外及时支付所致。

（4）发放贷款较年初增加100%，主要是因为本季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寿光

市懋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了发放贷款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45.39%，主要是因为公司应交增值税留抵转入其他流动

资产所致。

（6）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减少94.46%，主要是因为公司本季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寿光市懋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合并抵消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减少81.82%，主要是因为长期待摊费用逐渐摊销所致。

（8）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67.65%，主要是因为公司预收账款客户逐步发货冲减预收款

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31.51%，主要是因为公司集中发放员工奖金所致。

（10）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59.19%，主要是因为本公司本期利润增加，计提所得税增加

所致。

（11）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50.91%，主要是因为公司银行贷款减少及公司6月份支付公

司债券利息所致。

（12）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加45.94%，主要是因为公司未实现内部亏损进行抵消

所致。

（13）其他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100%，主要是因为公司将下一年摊销的递延收益转

为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减少322.28，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贬值所致。

（15）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加102.49%，主要是因为公司本季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寿光市懋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二）报告期损益指标同比发生重大变动分析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9月30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营业收入 1,353,362,343.71 1,946,166,844.90 -30.46% (1)

营业成本 1,076,543,630.68 1,673,630,872.22 -35.68% (2)

投资收益 1,651,478.56 2,626,496.16 -37.12% (3)

营业外收入 26,835,063.72 4,443,232.10 503.95% (4)

营业外支出 331,418.62 627,009.69 -47.14% (5)

所得税 15,615,963.96 3,107,794.03 402.48% (6)

（1）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30.46%，主要是因为本年行业竞争激烈，产品销量减少

且销售价格大幅下滑所致。

（2）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35.68%，主要是因为本年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3）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37.12%，主要是因为公司所投资的联营企业利润低于去

年同期所致。

（4）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503.95%，主要是因为本年公司收到资源综合利用财

政补贴款所致。

（5）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47.14%，主要是因为本年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减少所

致。

（6）所得税较去年同期增加402.48%，主要是因为本公司本期利润增加，计提所得税增

加，且子公司的亏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三）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9月30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668,100.61 347,206,147.82 -68.13%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968,976.12 -281,054,257.17 33.12%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246,962.14 -14,472,958.45 -1656.70% (3)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68.13%，主要是因为本期经营活动收

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33.12%，主要是因为本期投资项目

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656.70%，主要是因为本期借款减

少及偿还贷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

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04.66 至 1,416.3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23.3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受整体经济形势低迷、油价波动等因素影响，产品市场需

求下降，订单争取难度大，原材料价格下降，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销售收入下降，公司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90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2015-020

证券代码：

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