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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9-19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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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2、独立董事王洪亮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审议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董事会会议，

已委托独立董事程源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余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3、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 

4、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拟不进行普通股股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0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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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荣亮 权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国安大厦五层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国安大厦五层 

电话 010-65008037 010-65008037 

电子信箱 zhangrl@citicguoaninfo.com quanbo@citicguoaninfo.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业务中的有线电视网、卫星通信网的投资建设以及基于

有线电视投资所积累用户资源而开展的增值服务等创新业务，信息服务业中的增值电信服务、

网络系统集成、应用软件开发，以及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等业务。近年来，公司结合外部

经营环境变化和自身业务开展情况，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整合优势资源，推进战略转型，并

重点对原有业务进行了整合重组，退出非主营业务，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有线电视创新业务为

核心，系统集成、增值电信业务等行业为辅助的信息产业布局。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主要会计数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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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974,368,077.25 4,362,389,731.30 4,362,389,731.30 -8.89% 3,927,050,2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006,155,756.88 259,371,259.04 260,288,623.49 670.74% 230,201,70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77,720,293.04 22,333,960.42 23,251,324.87 - 220,675,35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134,146,314.13 -298,963,584.47 -201,126,600.41 - -238,047,41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18 0.0662 0.0664 670.78% 0.0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56 3.87 3.87 
增加 20.69 个 

百分点 
3.4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7,589,570,828.84 16,801,802,460.66 16,801,802,460.66 4.69% 14,829,752,81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9,222,855,221.04 6,743,264,702.18 6,746,267,798.16 36.71% 6,529,772,237.2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8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第二季度 2018 年第三季度 2018 年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26,102,452.05 884,418,207.27 1,067,739,497.97 996,107,91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4,497,107.25 -44,874,109.01 5,821,969.09 2,000,710,78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2,800,317.88 -50,368,093.15 5,518,506.16 -320,070,38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4,403,081.44 -173,925,301.27 -79,754,178.40 303,936,246.9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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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

前 10 名股东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134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股东总数 239,784 户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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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428,488,345 质押 1,419,410,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 73,729,000 -2,045,445 0 73,729,000 无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1 16,176,174 10,479,616 0 16,176,174 无 无 

谢贤团 境外自然人 0.29 11,330,000 6,330,000 0 11,330,000 无 无 

武晓琨 境内自然人 0.28 10,897,122 0  0 10,897,122 无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9,758,660 4,875,143 0 9,758,660 无 无 

王皓 境内自然人 0.24 9,300,091 9,300,091 0 9,300,091 无 无 

雷国权 境内自然人 0.19 7,388,143 3,962,100 0 7,388,143 无 无 

王新 境内自然人 0.18 6,900,000 4,600,000 0 6,900,000 无 无 

周伟雄 境内自然人 0.17 6,723,000 -77,000 0 6,723,000 无 无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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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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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3,7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29,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176,174 人民币普通股 16,176,174 

谢贤团 11,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30,000 

武晓琨 10,897,122 人民币普通股 10,897,1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758,660 人民币普通股 9,758,660 

王皓 9,300,091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91 

雷国权 7,388,143 人民币普通股 7,388,143 

王新 6,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0,000 

周伟雄 6,7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3,0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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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第 4 名股东谢贤团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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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0,000 股；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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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7,122 股；第 9 名股东“王新”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4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900,000 股；前十名其他股东均通过普通帐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

集团有限

公司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20.945% 

100%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36.44% 

黑龙江鼎尚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珠海合盛源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瑞煜（上海）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共和控股

有限公司 

 

天 津 市 万

顺 置 业 有

限公司 

19.764% 17.787% 15.811% 15.811% 9.882% 

社会公众股东 

63.56%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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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的经营概况 

2018 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在强化现有业务运营

管理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以“突出主业、专业发展”为原则，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积极拓展

上下游产业布局，推进公司在有线电视网络和互联网基础上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

领域的研发与合作，并根据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调整产业布局，推进战略转型，

加强资产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保持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74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89%；实现利润总额 22.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4.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6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670.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8亿元，同比减

少较多，主要由于有线电视投资收益下降，基于有线电视网络运营的创新业务仍在投入期，

业务拓展费用较高，尚未实现盈利以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所致。 

（一）信息产业 

1、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有线电视业务方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一方面加强对有线电视项目的精细

化管理，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为用户提供品质更高、体验更好的信息、内容和服务；另一方

面充分挖掘有线电视项目在当地政企合作、用户积累、网络建设、品牌影响等各方面长期积

蓄的资源潜力，创新共赢，努力在本地信息化建设和综合信息服务等新市场、新领域获得新

的业务和收益增长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所在行政区域入网用户总数达到 4,313 万户，

数字电视用户 3,879 万户，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用户规模继续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领先地

位。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合营、联营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170.35亿元，实现净

利润 9.83亿元，公司权益利润 1.16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广视”） 按照 “控速

增效”的总体思路调整运营架构，不断强化运营管理，先后建立北京、河北、湖北、湖南、

广东、云南、合肥 7个项目大区，积极探索多渠道、多模式的经营思路，实现了“广电+人工

智能”科技成果及行业解决方案的商业化输出和变现。 

国安广视紧密联系运营商，一方面加强对资产有效性和终端投入的控制，拓展与运营商

合作的商业条件，增加公司收益。另一方面着力提升各类增值业务的服务水平，尝试将已落

地增值业务与运营商基础增值业务进行融合，继续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电商等增值业务，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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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将游戏、教育、体育等增值业务外包，同时在大屏流量经营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公司积极深入研究“机顶盒+电子居民健康卡”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方案，目前已

启动在河北唐山市试点“健康+金融”在 OTT端的线上运营。 

媒资业务方面，国安广视整合热点媒资资源，着力打造媒资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并逐步

拓展 B 端市场。增值产品业务方面，与教育产品业务领先合作方签约，完成头部视频内容的

引入；完成千余小时的健康产品视频内容及两款应用的引入；与游戏生活产品优质合作方签

约，完成热门大屏游戏及生活应用的引入；多项新功能已经陆续在国安广视的合作项目完成

上线。大数据业务方面，除满足自身运营需要，还逐步对外开放渠道及能力，引入勾正数据、

秒针等合作伙伴，丰富了数据来源及变现模式。人工智能业务方面，完成与多家人工智能能

力的研发适配，实现多人脸识别、场景识别、背景音乐识别、机顶盒与智能音箱对接等多项

新能力，人工智能服务在合作项目上陆续完成研发适配工作。流量经营方面，国安广视重点

在大小屏联动、线上线下互动、业务流量互动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对家庭大屏流量经营

的模式进行了多种探索。报告期内，国安广视实现营业收入 2.11亿元，实现净利润-1.71亿

元。 

2、增值电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联九五”）根据业务

发展需要，持续扩大呼叫中心业务规模，加大金融服务板块业务投入，充实与大型商业银行

业务合作种类，形成以金融板块为主导，运营商、互联网板块共同发展的业务模式，业务收

入增长明显。完成了九五云客服产品落地，提升了科技化作业手段，实现了客户服务智能化，

同时不断尝试拓展新业务领域。2018 年，鸿联九五获得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市场飞马奖、2018

年度十佳服务外包机构奖、卓越客户服务大奖-最佳服务外包机构等奖项。报告期内，鸿联九

五实现营业收入 24.22亿元，实现净利润 4,535万元。 

3、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科技”）继续围绕智能

建筑信息化集成业务、信息系统集成业务、智能交通业务、智慧城市业务、海外业务等各主

营业务板块开展各项工作，尤其是加大了对智慧城市建设平台的研发建设，以行业经验为基

础，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主业技术化、技术产品化”为实施策略，逐步实现由工程承包

商和系统集成商向技术方案提供商、产品生产商和系统运营维护商转变，从产业链下游向上

游发展。国安科技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联合等多种手段，积极发展创新业务，带动业务的逐

步转型。国安科技紧跟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步伐，进一步扩大了在海外尤其是非洲和拉

丁美洲的市场份额，确保海外工程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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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亿元。 

（二）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固利动力”）立

足于现有产能，审慎应对客户需求，在政策补贴持续退坡、原材料成本高居不下的形势下，

积极统筹，确保了资金链安全，保证了公司正常运营。在商用车领域，继续保持客车在 PHEV

市场领域的绝对优势，全面推广慢充快补 EV，开拓新的优势细分市场领域，推进与北京公交、

潍柴集团燃料电池项目的全面战略合作。在以观致和上汽大通项目为代表的乘用车市场领域

取得重要突破，开始大批量供货，公司业务朝高端乘用车市场转型升级迈出关键步伐。在轨

道交通和通用航空领域的技术开发取得了较大进展，搭载盟固利电池的首列现代有轨电车开

进青藏高原的德令哈，成为世界上运营海拔最高的有轨电车。 

天津一期 3G 瓦时产能扩建项目顺利竣工，并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举行了投产仪式，标

志着盟固利动力正式进军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为公司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盟固利动

力公司 31.80%股权转让给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盟固利动力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房地产开发业务 

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公司所属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海南“国

安·海岸”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报告期内，“国安·海岸”项目进入工程全面建设阶段，现

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工程、园区内市政工程。项目拓展方面，2018 年 6

月完成了对澄迈安盈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收购工作，获取 80 亩一线海景土地开发使用

权，为项目远期发展做好了土地储备。 

（四）基金公司业务 

公司所属西藏国安睿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睿博”）发挥好上市公司收购

兼并平台的功能，依托上市公司资源，开拓项目及资金渠道，并在存量资产管理、业务配合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报告期内，国安睿博一方面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上下游项目的

筛选工作，并协助上市公司推进相关项目的落地；另一方面，通过基金对外合作的窗口功能，

为公司战略实施提供更多的业务合作机会，与上市公司的战略协同作用进一步加强。 

2018 年初，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零”）重组上市事项已实施

完毕，由国安睿博管理的奇虎 360专项投资基金“浙江海宁国安睿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国安睿威”）已完成相关股权的交割工作。国安睿威持有三六零 1.11亿股，

持股比例为 1.64%；国安睿威通过参股公司天津奇信志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三六零比例为

2.56%，合计持有三六零股份比例为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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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2、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3、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增长 670.74%，主要源于非经常性损益。

2018 年度公司以 21.72 亿元转让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31.80%股权。 

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说明。 

1、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

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

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

至“其他应付款”；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

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股东权益变动表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

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

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

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 年度其他收益 917,364.45 元，

调增 2017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2,085,731.53 元，调减 2017 年度其他应付款 3,003,095.98 元。 

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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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 年度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 97,836,984.06 元，调减 2017 年度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流量 97,836,984.06 元。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形。 

（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68.30亿元估值，将盟固利动力公司 31.80%股权转让给荣盛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盟固利动力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荣盛控股，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