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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20-36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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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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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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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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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h@citicguoaninfo.com quanbo@citicguoaninf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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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79,821,982.02 1,608,732,227.59 -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6,991,859.19 156,017,101.39 -20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6,106,928.08 -66,137,07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865,115.72 -191,550,78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6 0.0398 -207.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1.67% 
减少 3.57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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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4,979,461.52 17,109,127,539.67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86,870,753.82 8,881,603,082.62 -2.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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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410,000 

冻结 1,428,488,345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36,250,268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74 29,0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8 26,810,591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48 18,900,000 0   

陈丽君 境内自然人 0.38 15,000,000 0   

武晓琨 境内自然人 0.28 10,897,122 0   

王皓 境内自然人 0.25 9,921,191 0   

芦虎 境内自然人 0.18 6,877,719 0   

珠海横琴荣成

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 0.17 6,7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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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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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持有公司股份

10,897,122股；第 8名股东王皓通过“国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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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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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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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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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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在强化现有业务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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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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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进一

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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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实增值电信服务业务基础并扩大在业内的领先优势，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诸多困难，保持了公司的

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80 亿元，同比下降 8.01%，主要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网络系

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收入同比减少约 1.1 亿元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7 亿

元，同比减少约 3.23亿元，主要由于本报告期内股权转让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1.96亿元，另外，

受疫情影响，公司投资的联营合营公司上半年利润下滑，导致公司对联营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比

减少约 1.4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6亿元，同比减少约 1.50

亿元，主要由于联营合营公司投资收益减少 1.42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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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产业 

1、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上半年，在市场环境和新冠疫情影响下，有线电视业务拓展出现困难。为应对不利局面，公司

根据各地运营商及行业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加强治理，统筹协调，确保投资的各有线电视项目正常

开展经营工作，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改革创新，促进新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所在行政区域入网用户总数 4,178 万户，数字电视用户

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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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7亿元，实现净利润 0.93亿元，公司权益利

润-0.11亿元。 

报告期内，国安广视根据“聚大屏、融百业、打造无界•生态”的发展战略，继续按照“控本增

效，优化整合”的原则推进运营转型。一方面进行业务平台与商务条款的优化，在降低运营成本的

同时，提升国安广视在合作项目中的收益；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有大屏用户资源与合作伙伴资源，

发挥跨地区、跨网络、跨运营商的资源优势，扩大业务覆盖范围。 

国安广视持续推进电商、广告、人工智能、导流、视频等产品体系的推广，各项业务按计划持

续推进。电商业务方面，凭借自有大屏用户规模和行业地位带来的供应链成本优势，持续推进“信

家惠购”业务的拓展，为大型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提供服务；广告业务方面，通过 ADX 广告交易

平台，以大屏为基础、自有流量为核心，通过整合移动端、户外媒体等资源，为客户提供多屏多维

联动广告投放服务；人工智能业务方面，持续加强人工智能家庭综合服务能力的建设，在家庭综合

服务应用“我的家”产品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流量经营方面，凭借业务合作形成的流量资源，

通过与合作伙伴流量共享，进行线上线下互相导流；增值业务方面，继续加强与上游优质头部资源

方的合作，并进行了媒资业务的调整与资源结构的优化，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 

报告期内，国安广视实现营业收入 0.98亿元，实现净利润-1.07亿元。 

2、增值电信业务 

报告期内，为实现呼叫中心业务的健康稳定运营，鸿联九五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保障复工复

产，并抓住疫情窗口时机，积极开展各方创新工作，进行内部资源的极致化调配及管控，运营模式

的创新及外部资源的争取，公司紧抓市场需求拓展短期以及长期类的互联网客服类业务，并突破政

府业务的新合作，从经营成效上看，呼叫中心 2020年上半年保证了持续稳健的增长。公司对企信通

各业务单元进行梳理，优化资源配套、节约业务成本。公司完成了九五云客服、九五在线客服、九

五远程客服、九五云通信的产品迭代，提高产品技术与安全性能，优化了产品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实现营业收入 12.58亿元，实现净利润 3,418.55万元。 

3、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对项目开工、建设进度、回款周期均产生较大影响。面对突发因素，国安

科技积极应对，提前做好复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努力推进项目的开展进程，并重点在智能建筑集成、

系统集成与软件开发、智能产品和海外工程领域做好市场拓展工作，积极跟踪重点项目，同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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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客户资源，从已完工项目中挖掘新机遇，力争扭转疫情造成的不利局面。 

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1.02 亿元，实现净利润-1,719.21 万元。 

（二）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国安房地产继续稳步推进海南“国安•海岸”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已完成相关土地

证合并工作，取得不动产权证，并完成已建工程的落宗工作；公寓楼室内装修、商业广场、园林景

观和市政工程按计划推进；联通公司 5G 设备已安装完成，该项目为 5G 信号全覆盖的智能化体育文

化社区，也是海南省第一个 5G 社区。 

（三）基金公司业务 

报告期内，国安睿博主要以项目投后管理工作为主。其中：通过国安睿威基金持有的三六零股

票（证券代码 601360）于 2018 年 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三六零股票已在报告期内解禁，

国安睿威减持三六零股票 14,814,778 股。 

（四）下半年工作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按照“突出主业、专业发展”的原则，在扎实开展当前主营业务的基础上，

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整合优势资源，增强创新驱动力，以创新、融合、开放的理念，推动公司转型

发展。 

国安广视将继续秉持“聚大屏、融百业、打造无界•生态”的发展战略，落实以整合创新为基础

的强运营思维，通过线上与线下、大屏与小屏、室内与户外多渠道用户引流和共享，融合可产生交

集的业态，突破传统电视大屏的生态边界，逐步实现视频、广告、电商、集客、人工智能、导流共

六大产品体系的落地，重点发展电商、广告业务，加快上述业务的落地和复制，实现业务收入的可

持续增长。同时，国安广视将进一步强化绩效考核力度，采取多种激励约束措施，打造务实、高效、

专业的团队，树立强管理、强运营和强整合的理念，深化与合作伙伴创新共赢的商业模式，持续推

进公司业务转型工作。 

鸿联九五呼叫中心业务将继续围绕运营商、互联网、金融三大业务版块，在夯实在营项目管理

基础上，继续扩展新业务合作机会点，加大 AI 业务的挖掘以及新合作；企信通业务将系统梳理终端

客户，深挖客户需求，开拓大数据建模、语音人工智能、通信物联网等领域业务试点；云通信业务

将继续推进产品的完善与迭代，同时推进对话机器人能力、智能质检项目落地，推进九五云通信 PaaS

平台的落地建设。 

国安科技将继续专注主营业务，积极跟进重点项目，加强技术协作，做好市场拓展工作，加快

新产品、新技术的孵化进程，带动新项目的开展。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布，海南房地产市场迎来转机，国安房地产将根据

政策导向和市场形势，积极调整营销策略，进一步推进公寓楼和别墅销售工作，全力推进工程进展，

完成部分公寓楼工程交付工作、景观园林和市政工程施工工作、办理项目规划验收、消防验收、人

防验收、太阳能验收等专项验收工作。 

上述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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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运营等内外部因素，经营计划的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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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

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

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

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

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区分、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额外购买选择权、知识产权许

可、回购安排、预收款项、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的处理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

为合同资产列示。本集团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③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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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42,966,209.98 442,966,209.98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衍生金融资产 -- --  

应收票据 100,000.00 100,000.00  

应收账款 740,884,904.92 740,884,904.92  

应收款项融资 -- --  

预付款项 36,392,537.76 36,392,537.76  

其他应收款 229,235,275.46 229,235,275.46  

其中：应收利息 -- --  

应收股利 25,035,626.93 25,035,626.93  

存货 2,225,129,216.29 2,225,129,216.29  

合同资产 -- --  

持有待售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219,481,491.44 219,126,583.64 -354,907.80 

流动资产合计 3,894,189,635.85 3,893,834,728.05 -354,907.80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 --  

其他债权投资 2,144,657.53 2,144,657.53  

长期应收款 -- --  

长期股权投资 8,636,465,974.87 8,636,465,974.8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09,502,550.32 1,909,502,550.3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97,026,026.57 197,026,026.57  

投资性房地产 109,698,303.39 109,698,303.39  

固定资产 340,000,867.78 340,000,867.78  

在建工程 761,950,759.31 761,950,759.31  

无形资产 962,033,693.15 962,033,693.15  

开发支出 -- --  

商誉 -- --  

长期待摊费用 84,759,301.17 84,759,301.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78,549,122.80 78,549,1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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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2,806,646.93 132,806,646.9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214,937,903.82 13,214,937,903.82  

资产总计 17,109,127,539.67 17,108,772,631.87 -354,907.8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40,170,918.15 1,440,170,918.15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1,838,801,548.48 1,838,801,548.48  

预收款项 635,329,288.55 553,468,844.00 -81,860,444.55 

合同负债  81,505,536.75 81,505,536.75 

应付职工薪酬 288,697,680.09 288,697,680.09  

应交税费 345,291,589.62 345,291,589.62  

其他应付款 555,298,348.72 555,298,348.72  

其中：应付利息 4,398,808.49 4,398,808.49  

应付股利 -- --  

持有待售负债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72,676,313.84 1,672,676,313.84  

其他流动负债 1,000,000.00 1,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6,777,265,687.45 6,776,910,779.65 -354,907.80 

非流动负债： -- --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997,754,928.92 997,754,928.92  

长期应付款 248,424,173.63 248,424,173.63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预计负债 -- --  

递延收益 755,000.00 755,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7,047,479.91 257,047,479.91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03,981,582.46 1,503,981,582.46  

负债合计 8,281,247,269.91 8,280,892,362.11 -354,907.80 

股东权益：    

股本 3,919,826,352.00 3,919,826,352.00  

其他权益工具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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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1,078,326,977.78 1,078,326,977.78  

减：库存股 -- --  

其他综合收益 22,367,422.76 22,367,422.76  

专项储备 -- --  

盈余公积 641,940,426.87 641,940,426.87  

未分配利润 3,219,141,903.21 3,219,141,903.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8,881,603,082.62 8,881,603,082.62  

少数股东权益 -53,722,812.86 -53,722,812.86  

股东权益合计 8,827,880,269.76 8,827,880,269.7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7,109,127,539.67 17,108,772,631.87 -354,9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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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58,157.71 958,157.71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应收票据 -- --  

应收账款 9,407,019.40 9,407,019.40  

应收款项融资 -- --  

预付款项 133,880.78 133,880.78  

其他应收款 2,616,879,080.64 2,616,879,080.64  

其中：应收利息 -- --  

应收股利 18,076,036.98 18,076,036.98  

存货 2,665,239.21 2,665,239.2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 --  

流动资产合计 2,630,043,377.74 2,630,043,377.74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 --  

其他债权投资 -- --  

长期应收款 -- --  

长期股权投资 9,250,093,394.17 9,250,093,394.1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3,297,500.00 153,297,5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投资性房地产 84,326,662.48 84,326,662.48  

固定资产 2,464,021.36 2,464,021.36  

在建工程 -- --  

无形资产 442,569.31 442,569.31  

开发支出 -- --  

商誉 -- --  

长期待摊费用 2,830,589.47 2,830,589.4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680,095.38 23,680,095.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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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非流动资产合计 9,645,134,832.17 9,645,134,832.17  

资产总计 12,275,178,209.91 12,275,178,209.9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00,170,918.15 1,400,170,918.15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9,303,707.58 9,303,707.58  

预收款项 1,302,650.33 63,521.00 -1,239,129.33 

合同负债 -- 1,239,129.33 1,239,129.33 

应付职工薪酬 54,584,621.00 54,584,621.00  

应交税费 243,761,451.81 243,761,451.81  

其他应付款 1,540,792,336.78 1,540,792,336.78  

其中：应付利息 777,500.00 777,500.00  

应付股利 -- --  

持有待售负债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1,585,710.71 471,585,710.71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3,721,501,396.36 3,721,501,396.3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997,754,928.92 997,754,928.92  

长期应付款 15,218,818.61 15,218,818.6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预计负债 -- --  

递延收益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124,920.07 33,124,920.07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46,098,667.60 1,046,098,667.60  

负债合计 4,767,600,063.96 4,767,600,063.96  

股东权益：    

股本 3,919,826,352.00 3,919,826,352.00  

其他权益工具 -- --  

资本公积 822,233,600.37 822,233,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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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减：库存股 -- --  

其他综合收益 4,535,366.23 4,535,366.23  

专项储备 -- --  

盈余公积 641,940,426.87 641,940,426.87  

未分配利润 2,119,042,400.48 2,119,042,400.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507,578,145.95 7,507,578,145.95  

少数股东权益 -- --  

股东权益合计 7,507,578,145.95 7,507,578,145.9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2,275,178,209.91 12,275,178,2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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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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