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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4－003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媒体采访            □ 业绩说明会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万联证券研究所 李世新 

时间 2014 年 6 月 23 日 

地点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金日、邱小妹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问题 1：公司收购国视通讯（上海），目前是否已经完成

工商登记变更和资产过户手续？进展情况？ 

答：国视通讯（上海）的过户手续目前正在按照相关程序

办理当中，尚未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资产过户手续。 

问题 2：除了内容审核，国视通讯（上海）与国视通讯（北

京）还有哪些业务方面的合作？国视通讯（上海）去年在 100TV

渠道推广中的收入情况？ 

答：在整个手机视频业务中，国视通讯（北京）目前仅仅

负责内容审核，所有的内容平台运营业务全部由国视通讯（上

海）负责。 

国视通讯（上海）与 100TV 渠道没有业务推广合作，因此

在 100TV 渠道推广中未产生任何收入。 

问题 3：去年国视通讯在移动视讯基地的收入增长了多

少？今年预计能够增长多少？电信视讯基地在严格管制社会

渠道推广，是否会导致今年的分成收入下滑？ 

答：国视通讯（上海）在移动视讯基地的收入(备考口径) 

2012 年 1.19 亿元，2013 年 2.15 亿元，增长 80.67%，2014 年



预计收入为 2.76 亿元，比 2013 年预计增长约 28.37%。公司

2013 年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1）根据艾瑞咨询报告，

2013 年度移动视讯基地的收入规模分别增长 38.83%，国视通

讯（上海）作为移动视讯基地最大的合作伙伴理应获得比行业

更高的增长幅度；（2）中国移动从 2013 年 4 月 1 日开始调整

了与国视通讯的分成比例，分成比例由之前的 60%：40%（中

国移动：国视通讯（上海）），调整为 40%:60%，此项调整也会

导致国视通讯的收入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 

电信视讯基地在渠道推广方面的管制可能会给国视通讯

（上海）的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国视通讯（上海）来

自于电信视讯基地的收入占比非常之低，所以对国视通讯（上

海）2014 年度收入的整体影响非常有限，2013 年度国视通讯

（上海）来自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备考收入占

国视通讯（上海）备考总收入比例分别为94.84%、3.53%、1.63%。

问题 4：未来公司资本支出的方向在哪些领域？ 

答：公司将在近期成立“内容中心”、“数据中心”以及“创

新中心”，未来几年公司的资本支出将主要围绕这三个中心的

建设。 

1、内容中心 

负责将公司拥有及通过合作获得的视频内容、音频内容、

文字内容、漫画内容等进行聚合，按财经、新闻、民生、影视、

游戏、漫画、教育、网络文学等分类，通过多屏互动的方式向

用户传播，实现各种内容在不同的媒介端口的形态转换，逐步

实现整个平台的内容共享。同时，全面负责公司互联网平台的

内容建设，最关键的是规划平台上各种渠道需要何种内容的创

意、形式和来源，并且能相应获取行业内优秀的内容。 

公司现有的内容包括：华商报系的图文资讯、漫友文化的

图文漫画、证券时报的财经资讯、掌视亿通的手机端视频、国

广东方的电视端视频、国广光荣的音频、萌果网络的游戏、太

傻留学的留学资讯。另外股东单位还有中华网门户等内容。 

2、数据中心 



负责将公司拥有及通过合作获得的视频内容、音频内容、

文字内容、漫画内容等进行数字化管理与传播；将公司旗下各

渠道拥有的所有用户归集到统一的用户数据平台；建立大数据

管理分析系统，负责全平台的内容和用户分析，进行大数据精

准营销。 

如果本次重组成功，公司将拥有大约 3000 万的用户群：

包括国广光荣（1500 万听众）、时报财经 APP（40 万日活跃用

户）、国视通讯（800 万）、华商报系（500 万）、证券时报（50

万）、漫友文化（50 万）；其中付费用户达到 1000 万。公司对

于如何管理好用户的付费习惯、提升用户的粘性等方面有丰富

的经验。另外国广东方 2014 年及 2015 年的用户发展目标分别

为 400 万和 1500 万。股东单位也有大量用户可以合作共享，

包括中华网（月均 UV7000 万）、国广星空 Dopool 视频 APP

（月活跃用户 445 万）等。 

未来几年公司的用户还将快速增长，估计到 2016 年会超

过 8000 万，其中付费用户将超过 1800 万（如果互联网电视的

用户收费模式成熟，则付费用户将增加至 4800 万）。主要发展

的业务板块有： 

（1）快速发展手机视频的用户。第一，根据艾瑞的预测，

到 2017 年，运营商视频的市场规模将由 2013 年的 37.7 亿元

增长到 100 亿元，即使在考虑用户 ARPU 值增长的情况下，

其对应的用户规模也将很可能翻番；第二，由于艾瑞的研究报

告制作于 2014 年 1 月，还未考虑到联通和电信 FDD-LTE 制式

4G 业务的发展规划。根据 2014 年电信和联通在 4G 业务方面

的大力投入情况来看，联通和电信视频基地业务的发展速度很

有可能远超市场预期；第三，随着华闻传媒内容平台的建设，

掌视亿通和国视通讯将拥有更丰富的内容提供给用户。在这样

的情况下，华闻传媒将依托于庞大的内容平台，结合适当的盈

利模式，积极发展手机视频后向付费业务。届时这一举措必将

为公司吸引海量的非付费用户。 

（2）互联网电视用户规划在 2015 年达到 1500 万，预期



2016 年很可能超过 3000 万。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将对国广

东方的互联网电视业务进行大力发展，国广东方已经与华为、

天脉以及一些国内领先的视频网站展开合作。接下来几年将在

客厅端视频和客厅端游戏方面发力。 

（3）广播业务将重点发展：增加更多的频道落地、互联

网电台业务尤其大力开拓海外业务。国际台拥有 95 家境外整

频率电台，4112 个境外听众俱乐部，国广光荣发展互联网电

台业务已经具备了海外听众的先天优势。同时广播业务还将依

托于公司的整体内容平台及大数据分析工具，针对用户需求，

加强内容制作，提供针对性的音频内容。 

3、创新中心 

负责探索公司跨媒介、跨地域的业务融合与创新，促使公

司向网络化转变、向内容全渠道输出转变、向全平台用户共享

转变。 

公司计划拨出专项资金来推动创新业务的发展。各二级公

司需要进行新兴的商业模式或者新兴业务探索，可以通过创新

中心投资孵化，不进入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创新中心将非常侧

重于公司业务的融合及向网络化、全渠道、平台化的转变，弱

化新兴业务财务方面的考量。 

问题 5：公司有没有剥离非媒体业务的打算？ 

答：公司非媒体业务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民生燃气独家经营

的海口市管道燃气业务。其一方面由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

独立核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项业务比较稳定，为公司业绩

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来源。另一方面该业务的固定资产占公司总

资产的比例仅 9%，占比较小，预计未来公司在该业务方面的

资本支出也相对有限。总的来说就是海口管道燃气等非媒体业

务由专人负责、独立核算、经营稳定，且未来的资本支出较少，

既不会分散公司打造互联网平台型传媒集团的精力，也不会占

用公司过多资源，未来公司将不断提升新媒体业务的收入、利

润占比，主要资金和人力资源也将集中在新媒体领域。 

此外，该非媒体业务可以平衡公司的轻重资产配置，优化



公司的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的融资能力，因此公司暂时没有剥

离管道燃气等非媒体业务的打算。 

问题 6：至今年年底，如果上半年的各项并购顺利，新媒

体业务在公司总收入中的占比能达到多少？ 

答：如果本次重组顺利实施，2014 年公司备考收入达到

48.4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13 亿元，其中与互联

网、移动视频等新媒体有关的现代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华商网

（陕西第一综合城市门户网）、国视通讯（国内收入规模和用

户数量最大的视频内容提供方）、掌视亿通（国内领先的运营

商视频内容营销与推广平台）、精视文化（国内第二大楼宇电

梯广告提供商，其基于移动网络技术的视频广告业务发展迅

速）、邦富软件（国内网络舆情研究与信息服务领域的龙头企

业）、漫友文化（中国动漫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巨大的动漫

产业链优质 IP 入口和平台价值）、澄怀科技（所运营的太傻网

是中国最大的留学咨询门户网站）、国广光荣（独家经营国际

台国内广播广告代理业务），其 2014 年贡献的收入预计将达到

15 亿元，占公司备考收入的比例达到 31%，其贡献的净利润预

计将达到 4.09 亿元，占公司备考净利润的比例约 37%。 

由于这些与互联网、移动视频等新媒体有关的现代服务业

未来几年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其在公司总业务中的贡献的

利润比例将逐步提高，我们预计 2015 年、2016 年这些新业务

贡献的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比例将分别达到 44%、53%。 

问题 7：公司致力于打造“互联网平台型传媒集团”，“平

台”属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简单来说就是打通全平台的 3000 万用户（包含了公

司本次重组拟收购标的的用户数），使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

接触到全平台的内容，提升粘性，挖掘用户价值。要做的事情

就是：（1）融合多种内容的不同表现形式。财经、社会、娱

乐等内容以视频、图文、音频等多种形式表现；（2）不断增

加新的内容，如游戏、影视、文学等等；（3）建立用户数据

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引擎，管理好用户，为他们提供更多内



容，提升用户体验，管理好付费习惯。 

公司也通过创新中心，积极尝试可行的自媒体模式，互联

网电台、传媒记者互动平台等等，部分模式已经在特定用户群

中形成了很大影响力，交互非常活跃，粘性极高。 

可参考公司 6月 10 日投资者活动记录表如下内容： 

公司战略蓝图为：以多个领先的垂直领域业务为基础，以

多屏互动为手段，以垂直化、社区化、数字化、国际化为方向，

将华闻传媒打造成“互联网平台型传媒集团”，为用户提供综

合生活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案营销服务。 

 

多屏互动是指在不同的媒体终端上进行多媒体内容的传

输、展示、控制，使用户可在不同终端设备上同时共享展示内

容。如本次重组能顺利实施，公司将拥有众多终端屏，包括：

移动屏，如公司拥有 800 万包月付费用户的国视通讯、掌视亿

通，是广电部门发放的六张手机电视集成播控牌照运营商中收

入规模和用户数量最大的一家；另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广控股

还拥有 1.3 亿下载量的国广星空 Dopool 视频；PC 屏，如陕西

第一综合城市门户网华商网、辽宁第一门户辽一网、重庆时报

网、新文化网、信披指定网站证券时报网、行业前列的留学及

考试教育在线太傻网、原创动漫网站漫友网；另外公司实际控

制人国广控股还拥有月独立访问量 7000 万的中华网；电视屏，

国广东方互联网电视业务运营全国七张互联网电视牌照之一；

户外屏，精视文化是国内第二大楼宇广告企业。 

公司在多个垂直领域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如手机视频领



域收入规模第一、原创动漫领域行业第二、高端留学服务行业

第一、舆情监测舆情营销领域行业第一、财经传媒领域行业名

列前茅、广播传媒行业领先。公司未来将在垂直细分领域充分

发挥现有和拟收购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进行产业链延伸，在

细分领域做深做精。 

社区化是指将现有的都市报、区域门户网站办成特定区域

内用户的城市生活综合服务平台。在网络资讯更发达的美国，

区域报得到巴菲特的高度认可，其在 2012 年就投资了 115 家

报纸。我国现阶段区域报才刚起步，价值尚待进一步发掘，未

来业绩增长空间大。华商网已成为当地最强的服务平台，123hi

打造地方城市生活消费聚合平台；辽一网成为当地最强的服务

平台；重庆时报网成为区域领先的房地产信息平台；重庆华博

的房地产代理销售业务成为重庆最大的房产销售全案代理；华

商汽车会展成为全国五大汽车展览之一。同时，公司将精耕细

作区域广告，如精视文化在杭州、成都、济南等城市拥有最好

的本地电梯广告资源，将在精耕细作本地广告市场的基础上，

发展全国性的广告业务。 

数字化是指大数据引擎帮助提升平台的内容互通及用户

数据挖掘。公司将在近期成立数据中心，负责建立平台的内容

数字化工作，为未来全平台用户互通，内容互通准备；公司内

容平台的数字化工作将依托于邦富软件强大的云计算和大数

据处理能力。 

国际化是指利用实际控制人海外资源助推公司拓展海外

用户，增强公司内容变现能力。 

为用户提供综合生活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公司的多终端优

势，向客户提供基于移动屏、PC 屏、电视屏、户外屏、报纸

的全渠道资讯服务，及其衍生的综合生活服务。 

为客户提供全案营销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公司的多终端优

势，向客户提供基于移动屏、PC 屏、电视屏、户外屏、报纸

的全渠道营销服务，为用户提供策划、文案、全渠道营销解决

方案及实施等服务。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沟通，

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

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4 年 6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