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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7-37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本公司目前持有河北广电网络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河北广电网络集团

唐山有限公司、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沧州有限公司、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承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秦皇岛有线”、“唐山有线”、“沧州有线”、“承德有线”）各 49%股

权，持有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广电”）5.07%股

权。近期公司接到河北广电方通知，河北广电已启动重组暨省网整合工作，为促

进公司有线电视网络运营业务的发展、积极配合河北省网整合工作、推进公司资

产证券化，公司拟以所持秦皇岛有线、唐山有线、沧州有线、承德有线股权对河

北广电进行增资，增资对价以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所持上述四家公司的股

权评估值共计 31,945.10 万元及河北广电净资产评估值 392,514.05 万元为基础确

定，共增资 31,945.10 万元，折合 1445.76 万股、每股价格 22.0957 元。河北广电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持有河北广电 2345.76 万股，占该公司股份比例为 9.70%。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以所持河北广

电网络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河北广电网络集团唐山有限公司、河北广电网络集

团沧州有限公司、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承德有限公司股权对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该项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100 号 

法人代表：闫继红 

注册资本：177,642,628 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和播出；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设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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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经营、维护和管理；依托电视网络开展数字广播影视、视频点播、电子政

务、电子社区工程及综合信息业务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安装、维修；

电子产品、生活日用品的网上销售；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广播电视及信息网络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广播电视及信息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国内外广播

电视及信息设备的代理、销售；广告的设计、制造和发布等。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河北广电经审计的总资产 80.72 亿元，净资产 31.63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02 亿元，净利润 8,736.93 万元。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河北广电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0.86亿元，净资产 31.88

亿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72 亿元，净利润 2,495.51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公司拟以所持秦皇岛有线、唐山有线、沧州有线、承德有线

股权对河北广电进行增资，增资对价以公司所持上述四家公司股权评估值共计

31,945.10 万元及河北广电净资产评估值 392,514.05 万元为基础确定，共增资

31,945.10 万元，折合 1445.76 万股、每股价格 22.0957 元。秦皇岛有线、唐山有

线、沧州有线、承德有线基本情况如下： 

（1）河北广电网络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吉建英 

注册资本：140,000,000 元 

经营范围：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有线广播电视工程设计、安装；有线广播

电视信号及数据广播信号传送、入户服务；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维护、出租；网络

相关设备、器材和软件及数字电视机顶盒的开发、组装、销售；设计、制作、发

布国内外各类广告等。 

股权结构：河北广电持有 51%，本公司持有 49%。 

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秦皇岛有线经审计的总资产 4.33 亿元，

净资产 2.94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 亿元，净利润 1,920.47 万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秦皇岛有线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11 亿元，净资产

3.01 亿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83 亿元，净利润 718.09 万元。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报

字[2017]第 122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秦皇岛有线净资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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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为 16,626.04 万元，评估值为 28,156.99 万元，增值率 69.35%，评估方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 

（2）河北广电网络集团唐山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唐山市路南区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园 H 座 

法定代表人：杨能斌 

注册资本： 98,000,000 元 

经营范围：有线电视网络工程设计、建设施工及运营管理；广播电视节目传

输、接入服务、网络扩展业务及线路出租；有线电视网络设备、器材及软件开发、

销售；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数字内容服务等。 

股权结构：河北广电持有 51%，本公司持有 49%。 

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唐山有线经审计的总资产 2.43 亿元，

净资产 1.01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79 亿元，净利润-1,376.09 万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唐山有线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30 亿元，净资产 0.91

亿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35 亿元，净利润-969.95 万元。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报

字[2017]第 122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唐山有线净资产帐面

价值为 15,533.11 万元，评估值为 13,299.87 万元，增值率-14.38%，评估方法采

用资产基础法。 

（3）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沧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解放西路 35 号 

法定代表人：吉建英 

注册资本：60,000,000 元 

经营范围：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维护；广播电视传输

的基本业务、扩展业务、增值业务(国家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广播电视设备销

售(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广告制作、代理、发布服务；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家用电器、手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 

股权结构：河北广电持有 51%，本公司持有 49%。 

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沧州有线经审计的总资产 1.58 亿元，

净资产 1.06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91 亿元，净利润 853.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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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沧州有线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53 亿元，净资产 1.07

亿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26 亿元，净利润 69.37 万元。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报

字[2017]第 122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沧州有线净资产帐面

价值为 7,394.51 万元，评估值为 12,489.34 万元，增值率 68.90%，评估方法采用

资产基础法。 

（4）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承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承德双桥区广电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杨能斌 

注册资本：45,098,000 元 

经营范围：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维护、广播电视的基

本业务传输及各类有偿电视服务；组建集团专网，因特网接入，多媒体传输、高

速线路出租；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业务；信息传播服务等。 

股权结构：河北广电持有 51%，本公司持有 49%。 

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承德有线经审计的总资产 1.27 亿元，

净资产 0.83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70 亿元，净利润 700.53 万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承德有线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21 亿元，净资产 0.83

亿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0.20 亿元，净利润-7.46 万元。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报

字[2017]第 122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承德有线净资产帐面

价值为 6,020.43 万元，评估值为 11,247.88 万元，增值率 86.83%，评估方法采用

资产基础法。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经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中联评报

字[2017]第 122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河北广电净资产帐面

价值为 255,038.33 万元，评估值为 392,514.05 万元，增值率 53.90%，评估方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 

本次重组前河北广电共有 145 名股东，股权结构为：由河北省文化企业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河北省文资办”）控制下的河北省各级

电视台股东（共计 144 家）持股 94.93%，本公司持股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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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完成后，河北广电股权结构变更为：河北省文资办控制下的河北省

各级电视台股东（共计 144 家）持股 69.72%，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持股

20.58%，本公司持股 9.70%。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金额：本公司向河北广电增资金额为 31,945.10 万元。 

2、出资方式：本公司以所持秦皇岛有线、唐山有线、沧州有线、承德有线

股权评估值对河北广电增资，经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视为完成股权支付。 

3、定价依据：增资对价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评估

值为依据确定，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河北广电净资产评估值为

392,514.05 万元，合每股 22.0957 元。 

4、协议的生效条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河北广电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协议的履行：河北广电应于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应于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日内，配合河北广电完成秦皇岛有线、唐

山有线、沧州有线、承德有线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评估基准日次日）起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前，秦皇岛有线、唐山有线、沧州有线、承德有线的权益变动（即实现的

净利润或产生的亏损）由原股东享有或承担。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上述公

司权益变动由河北广电享有或承担。 

7、河北广电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向河北广电提名一名董事、一名监事。 

五、涉及对外投资的其他安排 

河北广电本次重组完成后，将成立新的董事会、监事会，其中本公司提名一

名董事、一名监事，董事会成员及监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除上述外，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公司以所持有线资产向河北广电进行增资事项，是按照公司既定发展战

略，继续加大区域网络整合力度，推动有线电视项目资本化运作、配合相关有线

省网的整合工作。河北广电本次重组暨省网整合工作有利于全省范围内继续扩大

用户规模、发展增值业务、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竞争力，从而提升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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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2、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公司的业务和管理将得到进一步整合，进一步提

高公司有线项目的收益水平和资产证券化水平，将有利于继续增强公司在有线电

视网络运营领域的竞争优势。 

本次河北广电重组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秦皇岛有线、唐山有线、沧州有线、

承德有线股权，上述四家公司变更为河北广电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河北广电股

权比例由 5.07%增加至 9.70%。本次交易预计产生的投资收益约为 3500 万元（税

前)，最终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相关协议。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