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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637                                                    公司简称：百视通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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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视通 600637 广电信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 嵇绯绯 

电话 021-33396736 021-33396737 

传真 021-33396736 021-33396736 

电子信箱 zhang.jian@bestv.com.cn ji.feifei@bestv.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

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6,509,198,226.49 5,149,244,160.39 26.41 3,882,897,74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70,149,327.64 3,720,381,910.18 20.15 3,084,762,674.31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00,991,287.25 741,773,999.50 48.43 922,669,265.52 

营业收入 2,977,815,723.29 2,637,350,919.15 12.91 2,027,748,37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5,468,830.93 677,350,579.73 15.96 516,468,23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9,918,101.36 626,767,186.57 16.46 490,930,56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1816 19.7857 减少0.60个百分点 1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53 0.6082 15.96 0.46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053 0.6082 15.96 0.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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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9,7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5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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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92 466,885,075 0 无   

上海诚贝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8 29,842,081 0 质押 7,290,115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27,972,578 0 无   

张坚 境内自然人 1.52 16,956,400 0 无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 15,154,081 0 无   

张蓓 境内自然人 1.28 14,273,314 0 无   

成都元泓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7 14,184,325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

合 

其他 0.81 9,060,374 0 无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6,649,269 0 无   

项光隆 境内自然人 0.59 6,554,986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无限售条

件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

售条件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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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4 年，公司经营业绩情况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97,7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2.91%，全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54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6%。公司

IPTV、互联网电视业务因为多种因素制约，没有取得显著增长，公司推进广告业务持续高速增长

（新媒体广告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86%）、手机电视移动互联网业务快速增长（手机电视收入增长超

过 55%）。同时，公司的主机游戏 Xbox One 汉化国行业务启动销售。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起停牌，至 11 月 24 日复牌，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换股

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按计划有序推进。 

（一）2014 年具体经营工作 

1、IPTV 

百视通与爱上电视传媒有限公司、各地广电播出机构，紧密配合、优势互补，为用户提供

高质量的 IPTV 服务。目前，公司的 IPTV 业务分布在中国大陆 25 个省市。2014 年，百视通提供技

术与内容服务的 IPTV 用户超过 2,250 万户，其中收费用户超过 1,500 万户。年内 IPTV 用户增速有

所放缓，公司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版权运营模式，年内按部收费（PPV）增长超过 60%。 

2、互联网电视 

2014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一步规范互联网电视行业秩序,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百视

通占得互联网电视发展先机。2014 年，百视通累计投放的互联网电视机顶盒、高清电视机顶盒超

过 220 万端（户），对接并激活的智能电视终端超过 3,500 万台。 

3、家庭主机游戏业务 

2014 年，百视通全力推进家庭主机游戏产业建设。2014 年 9 月，百视通与合作伙伴微软获

得国内首张“家庭娱乐游戏机牌照”，9 月 29 日与微软合作打造的“新一代家庭娱乐游戏机”（Xbox 

One 汉化国行版）上市销售，首发销量突破 10 万台。公司与微软推进了“家庭游戏产业联盟”、

“家庭游戏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布局家庭游戏产业生态。2015 年 1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同意向上海广播电视台发放一批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客户端编号，专门用

于 Xbox One 汉化终端产品。2015 年 1 月 21 日，Xbox One 汉化国行版视频服务正式上线。 

4、在线视频 

2012 年 3 月，百视通启动投资国际一流的互联网企业“风行网络”。2013 年 8 月，公司对

风行网络增资后持有其股份 54.0425%。公司完成风行网控股后，在内容、技术等领域逐步推进资

源共享与协同发展，促进了公司网络视频产业的长足进展。截至 2014 年底，风行 PC 和移动日均

活跃用户约 3500 万，其中移动用户同比增长率约为 90%，位居行业前列。 

5、手机电视 

中国三大运营商 3G、4G 网络建设加速，百视通抓住机遇扩大手机电视营收渠道，拓展流量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4-11-21/600637_20141122_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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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2014 年，百视通拥有超过 2,000 万户手机电视收费用户，公司移动互联网业务总收入同比

增长超过 55%。 

6、新媒体广告与网络营销 

百视通已经依托 IPTV、互联网视频、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户外移动新媒体等多平台、

多渠道开展了新媒体广告运营。2014 年 8 月，百视通启动收购北京艾德思奇 51%的股权，进一步

提升大数据分析、互联网广告、数字营销的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广告与投放平台。2014

年，合并统计百视通技术、风行网、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户外移动新媒体的广告收入实现年

度同比增长超过 86%。 

7、其他业务 

2014 年，公司子公司文广科技、广电制作坚持推进市场化改制。文广科技不断深化户外公

交媒体阵地建设，数字电影院线业务已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颁发的运营牌照启动探

索试点。广电制作在项目运营、展览展示、公关活动等领域迈出坚实一步，市场业务产值也有所

增长。 

（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2014 年，公司正在进行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重组方案，百视通将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东方明珠；百视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五岸传播

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 68.0672%股权、上海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

45.2118%股权，并以部分配套募集资金购买东方希杰 38.9442%股权；同时，百视通通过向特定对

象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0 亿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

交易总额的 25%。 

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宣部、广电总局、国务院国资委、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委宣传部正式

批复，相关议案已经 11 月 2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 12 月 26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5 年 1 月 4 日报送中国证监会并于 1 月 15 日获得正式受理。 

根据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公司重大战略规划，为适应公司各项主营业务发展并尽

快布局新业态，2015 年 1 月 26 日第七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组织架构的议案》，设立五大事业群，分别为互联网电视事业群、云平台与大数据事业群、主机游

戏事业群、电信渠道事业群、网络视频事业群。其中，互联网电视、云平台与大数据、主机游戏

三个事业群为新组建的事业群；电信渠道事业群以百视通技术为载体整编组建；网络视频事业群

以控股子公司风行网为载体整编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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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主营业务分析 

3.1.1.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977,815,723.29 2,637,350,919.15 12.91 

营业成本 1,623,904,852.81 1,425,906,479.98 13.89 

销售费用 226,525,618.71 146,562,465.94 54.56 

管理费用 465,597,372.65 351,469,528.91 32.47 

财务费用 -47,103,160.50 -30,763,031.69 -5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991,287.25 741,773,999.50 48.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7,799,473.74 -603,905,869.42 -93.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5,642,547.16 153,014,951.70 204.31 

 

3.1.1.2 收入 

（1）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广告、手机电视、游戏运营业务增长迅速。 

（2）新产品及新服务的影响分析 

2014 年合并风行全年报表，本公司新增风行的广告及游戏运营业务，增长较快。 

（3）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公司前 5 名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为 32.11%，较上期下降 11.44 个百分点，公司

对 IPTV 基础业务的依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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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成本 

（1）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信息传播服务

业 

信息传播服务

业成本 

1,619,259,916.94 99.71 1,408,953,344.65 98.81 14.93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IPTV 及 OTT IPTV 及OTT 成

本 

995,383,874.05 61.29 938,430,142.50 65.81 6.07   

广告 广告成本 266,731,149.81 16.42 103,325,110.71 7.25 158.15   

手机电视 手机电视成本 122,406,792.82 7.54 68,576,913.03 4.81 78.50   

舞美演艺策划

制作 

舞美演艺策划

制作成本 

87,709,009.34 5.40 60,266,355.06 4.23 45.54   

设备销售及租

赁 

设备销售及租

赁成本 

13,650,830.54 0.84 167,115,341.10 11.72 -91.83   

互联网带宽资

源租赁 

互联网带宽资

源租赁成本 

9,024,823.73 0.56 12,842,209.18 0.90 -29.73   

信息传输及技

术服务 

信息传输及技

术服务成本 

52,906,277.84 3.26 41,895,333.02 2.94 26.28   

工程施工 工程施工成本 5,908,464.83 0.36 1,851,488.43 0.13 219.12   

游戏运营业务 游戏运营业务

成本 

61,342,429.37 3.78         

其他 其他成本 4,196,264.61 0.26 14,650,451.62 1.03 -71.36   

 

（2）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在 2014 年版权投入继续增加，广告及手机电视业务收入增长较快，投入相应增加。 

 

3.1.1.4 费用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54.56%，主要原因是广告、IPTV 增值业务及游戏业务增长对应的营销投入

增加；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32.47%，主要原因是研发费用投入增长较快；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53.12%，

主要原因是利息净收入增加。 

 

3.1.1.5 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48.43%，主要原因为加强了 IPTV 及 OTT 业务应收款

管理，加强控制了成本的资金支出安排；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93.37%，主要原

因为本年度投资了艾德思奇；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204.31%，主要原因为本期

短期融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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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信息传播服

务业 

2,948,877,327.46 1,619,259,916.94 45.09 13.37 14.93 减少 0.7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IPTV及 OTT

收入 

2,008,193,860.48 995,383,874.05 50.43 8.27 6.07 增加 1.03 个百分点 

广告收入 417,699,007.61 266,731,149.81 36.14 86.11 158.15 减少 17.82 个百分点 

手机电视 174,357,660.45 122,406,792.82 29.80 55.51 78.50 减少 9.04 个百分点 

舞美演艺策

划制作 

134,307,118.88 87,709,009.34 34.70 12.89 45.54 减少 14.65 个百分点 

设备销售及

租赁 

21,516,819.76 13,650,830.54 36.56 -88.60 -91.83 增加 25.09 个百分点 

互联网带宽

资源租赁 

10,547,483.50 9,024,823.73 14.44 -20.98 -29.73 增加 10.65 个百分点 

信息传输及

技术服务 

88,385,147.61 52,906,277.84 40.14 24.59 26.28 减少 0.80 个百分点 

工程施工 7,825,180.74 5,908,464.83 24.49 253.62 219.12 增加 8.16 个百分点 

游戏运营业

务收入 

79,909,607.53 61,342,429.37 23.24       

其他 6,135,440.90 4,196,264.61 31.61 -60.40 -71.36 增加 26.15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公司广告、手机电视业务在 2014 年增长迅速，因对应的投入增加，毛利率有所下降，毛利总

额增长依然较为明显。游戏运营业务是合并风行 2014 年全年报表后新增的业务。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  东 1,821,308,300.45 13.70 

华  南 388,281,349.45 3.39 

西  部 350,456,991.72 -2.40 

北  部 306,163,598.90 83.12 

中  部 76,681,781.94 -21.03 

境外及其他 5,985,305.00 2,034.19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公司华东、华南及北部地区继续保持增长，中部地区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同期相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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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大额的设备销售合同，剔除后，IPTV 等业务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境外及其他地区本年度业务

有明显增长。 

3.1.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3.1.3.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30,343,577.94 0.47 18,214,977.67 0.35 66.59 主要是服务采购预付

款金额增加 

其他应收

款 

27,887,697.67 0.43 17,056,983.54 0.33 63.50 新增部分主要是业务

开展所支付的合同押

金及保证金； 

其他流动

资产 

96,241,556.20 1.48 31,015,790.20 0.60 210.30 主要是增加 6000 万

委托贷款所致； 

长期股权

投资 

1,410,053,875.91 21.66 833,370,156.80 16.18 69.20 新增投资：瑞彩通

615.31 万元、好十传

媒 646.153 万元及艾

德思奇 53484.51 万

元。 

在建工程 582,051.30 0.01 36,263.25 0.00 1,505.07 公交站亭大屏改造扩

大试点项目 

长期待摊

费用 

47,094,361.73 0.72 3,510,743.84 0.07 1,241.44 主要系本年新增“广

告牌使用权”、“软件

本地化费用” 

短期借款 521,278,698.00 8.01 198,527,308.86 3.86 162.57 公司业务需要，增加

境外融资金额 

应付股利 5,519,924.23 0.08 61,086,350.84 1.19 -90.96 主要是宣告股利已支

付； 

应交税费 108,852,073.37 1.67 77,303,599.05 1.50 40.81 主要系年末结余应交

所得税所致 

其他应付

款 

219,604,463.54 3.37 46,387,046.37 0.90 373.42 主要系本年新增应支

付的艾德思奇收购款

等应付款所致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负债 

10,050,468.99 0.15 17,947,705.05 0.35 -44.00 主要是科研项目的按

期结转所致； 

其他综合

收益 

-14,030,446.27 -0.22 -22,878,475.80 -0.44 38.67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 有 的 份 额 增 加

815.22 万元。 

 
 

3.1.4 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优势 

2014 年，百视通共计申请发明专利（含外观专利）24 项，获得专利授权（含外观专利）12



9 
 

项、软件著作权 27 项。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专利 、软件著作权、核心软件超过 300

项。2014 年，百视通获评"上海市明星软件企业"称号 ，公司重点项目“IPTV 媒资管理服务”获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A 级认定证书，百视通大学获得“年度最具成长性的企业大学”。 

（2）版权内容优势 

百视通在综合集成上海广播电视台、文广集团拥有各频道、数字电视、频率、制作单位版权

内容的基础上，整合海内外优质的影视剧版权资源，创新运营“看大片”、“首映”、“海外热剧”

等核心产品；整合国际一流少儿节目资源，创新运营“迪士尼”、“尼克动画”、“动漫影院”等产

品；整合海内外优质综艺节目、体育赛事资源，创新运营娱乐看吧、体育看吧产品，专区化形式，

多屏联动，全年创造累计超过百亿的节目点击量，吸引众多一流品牌客户。百视通已经拥有英超

2013 年至 2019 年六个赛季的版权，每年电视独家转播全部 380 场比赛。百视通已与美国职业篮

球协会 NBA 签署了 2013 年至 2016 年合计三个赛季内容资源授权，百视通获得授权作为“NBA 官

方媒体合作伙伴”。完成重组后，公司将拥有精品版权超过百万小时，版权内容优势更为突出。  

（3）人才优势 

报告期末，公司及主要子公司的员工总数合计为 2138 人，其中超过 50%为技术与市场人员。

百视通配置了外部、内部并行配组织的人力资源发展体系，为员工提供全面的能力提升机会。 

 

3.1.5 投资状况分析 

3.1.5.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成立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9 亿元。经营

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实业投资。百视通投资公司为百视通新媒体 100%控股的

全资子公司。 

（2）投资设立好十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与 WPP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Limited 共同投资，成立“好十

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十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百视通占股 50%，

WPPMC 占股 50%）。“好十公司”专门从事户外移动数字新媒体广告经营。 

（3）投资瑞彩通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对上海瑞彩通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增资 646.153 万元，其中 538.462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金，107.69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后，“瑞彩通”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1538.462 万元，百视通持有标的公司 35%股权。瑞彩通主要经营电视彩票业务的运营业务，可在

数字电视的双向平台上实现彩票（包括中国福彩和体彩）代销和彩票资讯发布的运营。 

（4）启动收购艾德思奇股权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 4,069.11 万美元受让北京红阳荣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

持北京艾德思奇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支付按收购后所持股权比例应承担的注册资本金及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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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新增注册资本。 

同时，公司通过百视通投资公司，以 700 美元增资 adSage Corporation (Cayman)，并同步以

4,818.89 万美元受让 Newrock International Limited、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 LLLP、

Meridian Capital (SG) Ltd.以及 Shum Heung-Yeung 所持全部 adSage Corporation (Cayman)股权。增资

及股权受让完成后，百视通投资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 adSage Corporation (Cayman)51%的股权，支

付按收购后所持股权比例应承担的注册资本金及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5）金都路 3800 号地块回转事项 

上海金都路 3800 号地块原为公司资产，地块性质为划拨土地使用权。在 2011 年公司借壳重组上

市时，协议将该资产转让给上海仪电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上海广甸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约定在上述划拨土地使用权变更为出让土地使用权之后办理该地块的过户手续。截止 2012 年 12

月该地块尚未完成土地性质变更手续、也无法依约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出于公司发展需求，经

与仪电信息、广甸物业友好协商，约定按照上市公司重组时的评估值 6753.16 万元（￥67,531,596.94

元）将金都路地块权益回转公司，回转已于 2012 年年底完成。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该地块土地使

用权由划拨变更为出让的相关手续。 

（6）证券投资情况 

序

号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

金额（元） 

持有数

量 

（股） 

期末账面价

值 

（元）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

益 

（元） 

1 A 股 600832 东 方

明珠 

390,012.93 223,854 3,098,139.36 100 14,569.49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合计 390,012.93 / 3,098,139.36 100 14,569.49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00832 东方明珠股份，系其前身上海市

广播科学研究所参与原始股申购所得，审计期内未有出售。 

 

（7）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

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600832 东方

明珠 

390,012.93 100 3,098,139.36 14,569.49 911,085.78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见 说

明 

合计 390,012.93 / 3,098,139.36 14,569.49 911,085.78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00832 东方明珠股份，系其前身上海市

广播科学研究所参与原始股申购所得，审计期内未有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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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委托贷款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

名称 

委托贷款

金额 

贷

款

期

限 

贷款

利率 

借

款

用

途 

抵

押

物

或

担

保

人 

是

否

逾

期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

否

展

期 

是否

涉诉 

资金

来源

并说

明是

否为

募集

资金 

关联

关系 

预期收

益 

投资盈

亏 

北京艾

德思奇

科技有

限公司 

60,000,000 1

年 

6% 经

营 

有 否 否 否 否 自有

资金 

其他

关联

人 

3600000 1000000 

委托贷款情况说明 

发生交易时该公司非关联方。 

 

3.1.5.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不适用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1.5.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 5 家主要全资子公司百视通技术、文广科技、广电制作、广电通讯、

百视通投资公司，4 家主要控股公司风行（54.0425%）、百家合（51%）、艾德思奇（51%）、百迪

（51%），以及 1 家主要参投公司上海信投（21.33%），情况如下： 

（1）名称：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027 号 1008E 座 

法定代表人：张大钟 

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26445.95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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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信息、网络设备的设计、租赁、销售与服务；研究、开发现代电视技术及其在宽

带网络中的应用；承揽研究、开发、设计、建设、管理、维护多媒体互动网络系统及应用平台，

提供与网络相关的软件、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多媒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平面设计。 

（2）名称：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中西路 757 号 16 楼 

法定代表人：张大钟 

成立日期：2003 年 6 月 4 日 

注册资本： 14400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网络工程、通讯、机电工程设备、文化广播影视领域

内的"四技"服务，文化广播电视工程设计及施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范围详见许可证），机电

工程承包及设计施工，卫星地面站设计及施工，数据通讯和信息服务，文化广播影视科技产业的

事业投资，会务服务，展览服务，计算机软件和多媒体制作，舞美灯光音响设计制作，文化广播

电视产品，系统集成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名称：上海广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65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大钟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1048.2530 万元 

经营范围：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工程的设计及现场制作、安装，场馆、景观设计及工程

安装，室内外装潢设计，展览展饰服务，演出器材的销售及租赁，动漫与多媒体设计，演出经纪

机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4）名称：上海广电通讯网络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华申路 150 号 202 室 

法定代表人：卢宝丰 

成立日期：1999 年 04 月 01 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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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计算机的软硬件、多媒体、信息网络工程领域内的四技服务，自行开发产品的试

制、生产、销售；计算机外围设备的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设备融物租赁，

宽带用户驻地网，保税区内仓储及商业性简单加工；附设分支机构；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国

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 

（5）名称：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区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16 曾 01K 室 

法定代表人：陶鸣成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8 日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实业投资。 

（6）名称：风行网络有限公司 

 风行网络有限公司是 2007 年 3 月 1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MC-183028. 

法定代表人为：张大钟 

授权资本 US$108,511.116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大开曼地区乔治县南教堂大街，309GT 邮箱阿格兰房，M&C 企业服务有

限公司。 

风行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嵌入式系统软件，手机软件、网络

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 

注：2013 年 8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风行网增资

的议案》，公司持有的风行股权从 35%增加到 54.0425%。 

（7）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13 层 03F 室。 

法定代表人：裘新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1 日 

注册资本：79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开发游戏及娱乐应用软件，游戏及娱乐应用软件的批发，游戏机相关技

术咨询和服务，商务咨询服务。 

（8）名称：上海百迪数字传播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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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黄赵路 318 号（临）102C1 室 

法定代表人：陶鸣成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资本：美元 400.00 万 

经营范围：提供有关中国媒体行业节目制作和发行的咨询服务。 

（9）名称：艾德思奇（adSage Corporation） 

adSage Corporation 是 2011 年 4 月 18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豁免有限公司（Exempted 

Limited）。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OI-255112. 

授权资本 US$50,000 

注册地址：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 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Cayman 

Islands 

注册代理：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ayman) Limited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数字营销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代理、发布广告。 

（10）名称：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498 号浦东软件园 14 撞 22301-1198 座 

法定代表人：刘亚东 

成立日期：1997 年 10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37500 万元 

经营范围：对信息产业及相关产业项目及企业技术改造进行投资、建设、制造、销售及咨询

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实业投资，物业管理及各类咨询服务，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研究、

开发、设计。 

公司持有信投股份 21.33％股份。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市政府为加快上海信息

港建设、全面提高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于 1997 年 9 月批准设立的信息产业领域策略

性和示范性投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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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子公司 百视通技术 

总资产 3,692,553,382.61 

净资产 2,350,462,183.01 

营业收入 2,168,149,043.21 

营业利润 924,725,570.16 

本年净利润 899,160,127.31 

上年净利润 737,533,832.62 

净利润变动率 21.91% 

说明 
IPTV 业务增值业务及广告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IPTV 广告收入增速明

显。 

 

 

3.1.5.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3.2.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随着国务院“宽带中国”战略及文化强国政策的出台，计算机、互联网及移动智能终端进入

高速发展期，众多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企业开始飞速成长，在国家对文化传媒产业重大扶持

的大背景下，网络视频、主机游戏、网络营销、文化影视等新媒体产业的众多领域开始蓬勃发展。 

 

3.2.2 公司发展战略 

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成为文广集团统一的产业平台和资

本平台，以强大的媒体业务为根基，以互联网电视业务为切入点，实现受众向用户的转变以及流

量变现，构筑互联网媒体生态系统、商业模式、体制架构，打造最具市场价值和传播力、公信力、

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媒体集团。 

 

3.2.3 经营计划 

在业务方面，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全力打造包括“内容、平台与渠道、服务”在内的互联网

媒体生态系统，发挥用户规模效应和渠道协同效应，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战略发展目

标。 

在财务方面，重组完成后，公司将集中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公司将根据新

业务架构，完善运营体系，调整财务控制流程，实现各版块协同运作；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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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公司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 

在人力资源方面，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业务架构及时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实现人尽其才；

促进重组后各子公司、各版块之间的企业文化建设，建立系统化的人才培训体系，广泛调动员工

积极性，为公司长远发展做好人才储备；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薪酬体系，并适时推出中长期激励

机制。 

 

3.2.4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有维持基本业务发展及适量投资所需的现金储备，后续如有重大资本支出安排考虑包括

引入战略投资人、发行新股、公司债、中期票据等融资方式。 

 

3.2.5 可能面对的风险 

组完成后，公司业务涉及文化传媒行业、影视剧行业、广告行业、游戏行业、媒体购物行业、

旅游行业等多个行业，存在政策变动、业务竞争等方面的可能风险。 

公司 IPTV 业务、数字付费电视业务和互联网电视及视频业务的相关牌照均经过上海广播电

视台授权经营，影视剧、游戏内容等需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公司存在相关政策调整引起的业绩波

动的风险。 

公司重组完成后属于新媒体行业。目前国际、国内的新媒体行业出现了一批技术与资金实力

雄厚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也出现了一批效率高、业务模式创新的新兴媒体和服务类企业。公司下

一步必然面对互联网企业的正面竞争，在业务、体制、机制等方面，公司存在行业竞争的风险。 

公司将通过加强管理，规范运作，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沟通，促进业务平稳有序推进。同

时，公司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务实地推进互联网化能力建设，降低行业竞争风险。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4.1.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 

本公司已执行财政部于 2014 年颁布的下列新的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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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本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①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将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从长期股权投

资中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2）上述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

投资》（修订），对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投资从长期股权投资中分类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核算，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经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 

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影响：长期股权投资：

-77,333,333.50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7,333,333.50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2,500,000.00 元；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准备：-2,500,000.00 元。 

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影响：长期股权投资：-88,691,623.84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8,691,623.84 元。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减值准备：2,500,000.00 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500,000.00 元。 

 

4.1.2 会计估计变更 

2014 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4.3.1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4.3.1.1 本年度新增合并单位 

与上年度相比，本年度新增合并单位 3 家： 

（1）本公司独资设立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出资 25,000 万元。自 2014 年 8 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独资设立百视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港币 10,000 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注册资金尚未到位。自 2014 年 10 月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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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合并报表范围。 

（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独资设立上海百视通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注册资金已全部到位。自 2014

年 4 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3.1.2 本年度减少合并单位 

与上年度相比，本年度减少合并单位 1 家：公司全资子公司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百视通网络技术”）投资的上海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出资比例为 51%，

由于其他股东单方面增资及董事会人员变化，导致出资比例下降为约 18.55%且在董事会无法实施

控制，故百视通网络技术对上海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再实施控制。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

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3.2 本年度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主体情况 

4.3.2.1 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  称 年末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百视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0,048,089.47 48,089.47 

百视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292,578.06 -292,578.06 

上海百视通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10,007,222.44 7,222.44 

4.3.2.2 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上海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337,616.51 -15,819,806.34 

 

 

 

法定代表人：凌钢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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