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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9-100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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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郑路 独立董事 
因乐视体育、乐视云案件等事项的综合影响，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因此对本半年

度报告无法表示意见。 

王雷让 独立董事 
因乐视体育、乐视云案件等事项的综合影响，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因此对本半年

度报告无法表示意见。 

声明： 

关于上市公司违规对乐视体育股东及乐视云股东担保案件，上市公司根据 2019 年上半年案件判决及进展情况，基于谨

慎性考虑，计提乐视体育、乐视云案件负债约 98 亿余元。如果上市公司后期因上述案件被强制性执行，可能面临因巨额债

务无法偿还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稳定性及可持续性问题。 

独立董事郑路、王雷让因乐视体育、乐视云案件等事项的综合影响，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因此对本半

年度报告无法表示意见。 

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董事、公司监事均关注到本次计提乐视体育、乐视云案件预计负债对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巨大

影响，并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后续发展、及时披露有关进展信息，充分考虑上述案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如果上

市公司后期因上述案件被强制执行，公司的经营稳定、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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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乐视网 股票代码 3001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延峰 赵慧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院 3 号楼乐

融大厦 15 层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院 3 号楼乐

融大厦 15 层 

电话 010-50963749 010-50963749 

电子信箱 ir@le.com ir@l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3,632,155.99 1,004,409,997.22 -7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46,486,515.82 -1,103,906,448.06 -8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48,119,709.97 -1,110,343,672.51 6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354,082.78 -852,700,993.05 94.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5183 -0.2767 -81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183 -0.2767 -81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8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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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4,801,368.79 8,450,006,617.06 -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89,222,768.02 -3,026,109,742.91 -332.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0,7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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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贾跃亭 境内自然人 23.07% 920,470,732 0 
质押 857,350,114 

冻结 920,470,732 

天津嘉睿汇鑫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6% 341,422,214 0 质押 341,422,214 

刘弘 境内自然人 2.12% 84,725,202 0 
质押 49,949,359 

冻结 84,725,202 

贾跃民 境内自然人 1.60% 63,678,400 0 质押 35,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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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 63,678,400 

乐视控股（北京）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23,882,312 0 

质押 23,882,312 

冻结 23,882,312 

财通基金－宁波

银行－财通基金

－富春定增 106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6% 22,150,632 0 - - 

财通基金－宁波

银行－财通基金

－富春定增 107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6% 22,150,632 0 - -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47% 18,606,848 0 - - 

广发基金－农业

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8% 15,168,568 0 - - 

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4% 13,479,168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贾跃民、贾跃亭系兄弟关系，乐视控股为贾跃亭控制的企业；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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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互联网视频业 

1、公司整体发展概述  

（1）2019年上半年度经营概况  

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4亿元，同比下降74.75%；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0.46亿元，同比下降

810.08%。  

2018年底公司对乐融致新丧失控制权，乐融致新终端业务不再计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在公司业务运营层面，广告业务收入、会员及发行业务收入相较去年同期持续下滑。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乐视体育已有18方投资人对上市公司提起仲裁，其中 8 起仲裁案已经出具仲裁结果，均为败诉，

涉及金额约26.75亿元；其他 10 起仲裁案仍在审理过程中，涉及金额约12.13亿元。公司基于目前仲裁结果，对剩余部分违

规担保案件仲裁结果进行合理估计，确认约44.28亿元预计负债。导致公司2019年上半年亏损额约100.46亿元。同时，上市公

司对乐融致新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损失0.911亿元。 

（2）2019年上半年度发生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巨额亏损 

报告期内关于上市公司违规对乐视体育股东及乐视云股东担保案件，上市公司根据2019年上半年案件判决及进展情况，

基于审慎性考虑，计提乐视体育、乐视云案件负债约98亿余元。如果上市公司后期因上述案件被强制性执行，可能面临因巨

额债务无法偿还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稳定性及可持续性问题。 

（二）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2017年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消除，2018年经审计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公司

股票于2019年4月26日起停牌，之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深证上[2019]265号），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相关内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2019-060、2019-068）。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幅变动 

2019年5月24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及选举新任董事长的公告》，刘淑青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

董事职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选举刘延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相关内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

2019-071）。 

2019年6月14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张巍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审计委员会委员、总经理职务、财务总监职务，在未正式聘任新总经理、财务总监期间，由董事长刘延峰先生代为履行总经

理、财务总监职责。（相关内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2019-075）。 

2019年6月28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白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董事会秘书职务，在未正式聘任新董事会秘书期间，由董事长刘延峰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内容详见巨

潮网公告编号：2019-077）。 

2019年7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董事、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原董事陈浩先生、原职工监事李涛先生因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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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职工监事职务。（相关内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2019-082）。 

2019年7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

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施建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相关内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2019-083）。 

2019年7月13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隋伟先生、杨晴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相关内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2019-086）。 

2019年7月23日，公司发布《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张广辉先生、武宝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

2019-089）。  

2、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回顾 

公司流量、用户覆盖规模等核心业务数据 

（1）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视频网站的流量、覆盖人数等各项关键指标相较同期均有所下滑，公司相关运营数据如下（数

据来源为可视化数据查询平台乐视纵横）： 

日均独立访问者数量（UV） 

单位：人 

pc端 移动端 

613,823  1,609,348  

日均视频播放量（VV） 

单位：次 

pc端 移动端 

1,502,978 5,799,238 

点击转化率 

公司统计的点击转化率为广告点击率又称CTR (click through rate)，指网络广告被点击的次数与被曝光次数之比，代表网络广

告受关注的程度。2019年上半年度广告点击率统计如下： 

广告类型 平台 2019年1-6月CTR 

贴片广告 
PC端 1.33% 

移动端 3.98% 

暂停广告 
PC 1.54% 

移动端 3.63% 

角标广告 
PC端 0.36% 

移动端 1.00% 

页面广告 
PC端 0.03% 

移动端 0.04% 

注：上述数据来源为监测平台方舟系统统计的2019年1-6月数据。 

（2）日均页面浏览量（PV）、日均播放时长（PT）和注册用户数 

上市公司受关联方欠款未予偿还带来的资金紧张、品牌及流动性风波的持续影响，公司声誉和信誉度持续陷于负面舆论

当中。产品内容更新缺乏市场头部、独家内容，报告期内PC端和移动端日均页面浏览量（PV）及日均播放时长（PT）均相

较2018年日均数据出现下滑。 

日均播放时长（PT） 

单位：分钟 

pc端 移动端 

18,646,646 63,80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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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 包含客户端+SDK+mh5+超级手机乐视视频 

日均页面浏览量（PV） 

单位：次 

pc端 移动端 

1,453,378 4,873,766 

网页 包含客户端+SDK+mh5+超级手机乐视视频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PC端和移动端累计注册用户数分别约为0.21亿和0.62亿。 

（3）付费业务及广告业务 

付费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之一，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付费业务受流动性风波影响进而遭受较大打击。 

公司付费会员业务目前主要为非捆绑硬件付费业务。报告期内分季度统计付费用户数、非捆绑硬件付费业务销售数量均

处于波动中下滑趋势。 

2019上半年度非捆绑硬件付费业务销售数量处在130-135万/月区间内波动，付费业务平均金额处在17-19元/月区间内波

动；续费率约为5%/月左右，较以前年度有所下滑。 

公司广告主数量为30家，平均广告收入为43.68万元。 

3、公司内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现任管理层持续完善、改进因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公司内控的缺陷，增强相对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

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严格控制控股股东新增资金占用，并努力解决存续的大额控股股东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 

此后，管理层将继续依照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等规定对公司历史上存在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与控股股东的资金往来等

内控方面进行核查并完善各部门管理制度和体系，公司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改进、健全、完善体系架构，及时对照

评价体系修订已发现的缺陷和问题。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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