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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公司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本次审议三季报的董事会以通讯方式表决，全体董事均参加表决。 

1.5 公司董事长罗宁先生、总经理孙璐先生及财务总监晏凤霞女士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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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2,153,448.41  14,829,752,816.16  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6,809,503,802.53   6,529,772,237.28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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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897,188.77 -3.08% 3,206,550,990.81   2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7,017,590.79  -85.74% 247,860,681.34  1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088,157.84  -89.28% 60,454,493.20  -7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 -588,154,102.4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85.71%  0.0632 13.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减少 0.66 个百分点 3.68% 增加 0.39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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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722,7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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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7,456.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55,596.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330,736.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308,881.89    

合计 187,406,188.14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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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437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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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其他 36.44% 1,428,488,345 0 质押 787,500,000 

中信建投基金－宁波

银行－中信建投稳健

价值 18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93% 75,774,445 0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

银行－招商智远增持

宝 8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3% 52,321,623 0   

周伟青 境内自然人 0.35% 13,856,550 0   

林瑞良 境内自然人 0.33% 12,898,000 0   

武晓琨 境内自然人 0.28% 10,897,122 0   

林梅英 境内自然人 0.21% 8,287,503 0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

组合 
其他 0.20% 7,901,46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19% 7,637,567 0   

袁园 境内自然人 0.19% 7,335,303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1,428,488,345 人民币普通股 1,428,488,345 

中信建投基金－宁波银行－中信

建投稳健价值 18 号资产管理计划 
75,774,445 人民币普通股 75,774,445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招商

智远增持宝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2,321,623 人民币普通股 52,321,623 

周伟青 13,856,550 人民币普通股 13,856,550 

林瑞良 12,8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000 

武晓琨 10,897,122 人民币普通股 10,897,122 

林梅英 8,287,503 人民币普通股 8,287,503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7,901,460 人民币普通股 7,901,4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37,567 人民币普通股 7,637,567 

袁园 7,335,303 人民币普通股 7,335,3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428,488,345 股，持股比例

36.44%；通过“招商智远增持宝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股数

量 52,321,623 股，持股比例 1.33%；直接及间接持股数量合计

1,480,809,968 股，持股比例 37.78%。除以上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第 4 名股东周伟青通过“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639,250 股；第 5 名股东林瑞良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854,000

股；第 6 名股东武晓琨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875,122 股；第 7 名股东林海英通过“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483,200 股；

第 10 名股东袁园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335,303 股。 

 

§3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应收票据到期结算影响。 

2、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预付项目款增加影响。 

3、应收股利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合营公司宣告分配股利增加影

响。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资产增加影响。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待抵扣进项税增加影

响。 



6、固定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转让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公司不再合并其报表影响。 

7、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在建项目增加影响。 

8、无形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增加土地使用权影响。 

9、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预付房租费用影响。 

10、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预付房屋、设备

款增加影响。 

11、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采购金额增加，相应应

付票据增加影响。 

12、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支付了应付职工薪

酬影响。 

13、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支付税款影响。 

14、应付股利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分配股利尚未支付影响。 

15、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应付少数股东借款增

加影响。 

1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转让天

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公司不再合并其报表影响。 

17、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增加融资租赁款影响。 

18、专项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影响。 

19、预计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相应计

提预计负债增加影响。 

20、递延收益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转让天津国安盟固利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公司不再合并其报表影响。 

21、资本公积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少数股东溢价增资影响。 

22、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影响。 

23、少数股东权益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少数股东对子公司增资影

响。 

24、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销

售费用相应增加影响。 

25、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研发费用增加影响。 



26、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借款利率上涨，利息相应增

加影响。 

27、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处置天津国安盟固

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影响。 

28、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

加影响。 

29、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减少影响。 

30、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处置天津国安盟

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增加，计提所得税费用相应增加影响。 

31、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少数股东所占股权部分享有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影响。 

3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影响。 

3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支

付的现金减少影响。 

3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影响。 

3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影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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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或持续到报告期内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信国安 

有限公司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

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前提下，以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作价，向中信国

2006 年 

1 月 23 日 
无 正在履行 



安拟定的股权激励对象提供

1,650 万股中信国安股票作为实

行股权激励机制所需股票的来

源。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将以业

绩考核为基础，具体方案将由中

信国安董事会制定，经有关股东

方确认和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该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将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的规

定。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中信国安信

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我公司持有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591,369,960 股发起人股份，上市

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司

承诺该部分股份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 36 个月。 

2014 年 

3 月 6 日 
36 个月 履行中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2006 年后,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

办法》以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 号）。相关规定中的“股东不得直接

向激励对象赠予（或转让）股份”这一条款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股权激励的

实施相冲突，故该股权激励方案最终无法实施。2015 年 12 月，公司结合实际情况，

经与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协商，公司将按照股改承诺的内容对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业务人员等开展持股计划的方式落实股东股改承诺内容。 

 

3.4 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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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股票 000665 
湖北 

广电 
570,055,947.48 

公允

价值

计量 

       

778,044,828.96  

 
 

        

-127,494,740.88  

         

0.00 0.00 

   

4,358,794.56  
 

650,550,088.08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股票 600959 
江苏 

有线 
1,286,194,726.53 

权益

法计

量 

 1,975,287,605.40   0.00 0.00 104,340,395.20     2,020,491,004.60 

长期

股权

投资 

自有

资金 

合计 1,856,250,674.01 -- 2,753,332,434.36 0.00 -127,494,740.88 0.00 0.00 108,699,189.76 2,671,041,092.6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 

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0年 4 月 30 日，2013年 7 月 16日，2015 年 09月 23日，2008年 04 月 22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08年 05 月 14日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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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瑞银证券、瑞士银行、富达投资、千禧伙伴、国泰证

券投资信托、英国保诚保险、尼森合伙、资本国际、

旌乾资产管理、国泰人寿、铂金资管、施罗德投资管

理、Colonial First State Core Australian EQ(P)、安大略

省教师退休基金会、维京全球投资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7年 9月 20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3.8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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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