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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21-05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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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或“公司”）于 2021

年 2月 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0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经认真核查，现将

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依据所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其他股东向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的审计评估结果为参考，预计对所持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南有线”）24.5%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14.80 亿元。请你

公司结合河南有线所处行业发展、财务指标变化以及同行业公司的可比情况等，

详细说明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以前年度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准

确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前期是否已就相关风

险进行揭示。  

回复：近年来，受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在 IPTV、OTT TV

等“三网融合”新业务的冲击下，有线电视缴费用户数持续下滑,公司参股的部

分广电公司财务数据如下： 

河南有线近三年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7,335.08 95,504.70 96,790.20 

净利润 5,282.31 -20,933.63 -1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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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电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预告数据 

营业收入 261,238.68  274,814.83  262,493.24  220,000 至 24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3,528.55  18,336.05  10,292.70  -45,000 至-7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32,709.72  13,523.27  2,264.08  -40,000 至-65,000 

 

江苏有线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809,510.46  788,497.72  765,02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346.64  62,439.86  33,109.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470.30  42,302.21  9,517.59  

虽然传统有线收视业务整体呈下滑趋势，但是河南有线电视网络覆盖河南省

18个省辖市和 108 个县（市），网络覆盖面广，用户规模大，随着新兴转型业务

的逐步开展，以及 5G 等新技术带来的新的发展契机，河南有线未来仍具有一定

的发展空间。2019年底，公司参考了 2019年 12月 15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初步评估结果，以收益法评估河南有线净资产价值为

66.33 亿元，公司判断河南有线 2019 年底未发生减值迹象，以前年度不需计提

减值准备。 

2020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

展实施方案》（中宣发[2020]4号）, 推动中国广电引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

以整合促发展，以 5G 赋能整合为支撑，在“全国一网”条件下推进全行业的转

型升级，对全国有线电视网络及其发展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

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根据实施方案的统一部署及相关工作安排，

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股份”）和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出具

了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 1575号的评估报告，以 2019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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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线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51,008.83万元，并在此审计、评估基础上进行了

交易定价；2020年 12月，河南有线股东完成对广电股份的出资，因此我公司以

此交易价格为参考，预计对河南有线计提减值准备 14.80亿元，相关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除持有河南有线的资产减值外，你公司预计还有 4亿元至 7亿元的亏损，

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亏损的原因，以及你公司后续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除河南有线资产减值外，公司预计还有 4亿元到 7亿元的亏损，主要

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广视”）前期

投入已全部转入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折旧摊销成本大幅增加；同时，由于中信

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债务问题影响，国安广视融资难度

加大，后续业务的开展受到限制，相关增值业务收入以及服务收入未能与成本增

长相匹配；另外，国安广视因前期购建相关资产而对外融资产生的财务费用较大，

使得国安广视亏损进一步加大。 

2021 年，公司将继续开展整合优化和降本增效工作，加强对重点项目和子

公司的管控力度，强化各项制度执行，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确保公司经营工

作稳步开展。 

3.请你公司列示 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联营合营公司情况，并结

合相关公司的经营模式说明全年受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及原因，以及你公司已

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对公司 2020 年利润影响较大且受疫情影响的联营合营公司主要包括： 

（一）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广电”）《2020

年度业绩预告》：新冠疫情是业绩预亏的影响因素之一。湖北广电所有业务均在

湖北省，疫情期间，正值传统有线电视用户续费期高峰，公司配合政府管控措施，

关停营业网点，致使收入降低；同时，公司响应政府号召，采取了“基本收视包

欠费不停机、双向互动用户回看免费用、付费直播频道免费看”的收费优惠策略，

切实保障疫区用户在疫情期间正常收看电视，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导致业务

收入减少，增加了宽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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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电预计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5 亿元

至-7 亿元，对我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3,497 万元至

-5,439万元。 

（二）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零”）《2020 年度业绩

预告》：新冠疫情是业绩同比下降的影响因素之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六

零经营计划的推进和落地进度受到一定阻力。三六零充分发挥互联网公司快速应

变的特点，在战略、业务、技术等方面不断创新升级，确保传统业务继续平稳发

展并大力开拓新兴安全业务，以减少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三六

零经营情况逐步恢复，自第二季度起各季度营业收入环比均实现增长，但由于全

年营业总收入略有下降，成本及相关费用随新兴业务拓展有所提升，导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仍出现一定幅度下滑。 

三六零预计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8.20 亿元

至 33.20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26.60 亿元至 31.60 亿元，同比降低约 44%

至 53%，对我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同比下降约 5,094万元

至 5,804 万元。 

（三）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盟固利”）属于动力电池

生产制造型企业，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开工率不足，产能未完全释

放，上下游合作伙伴商务谈判延期，下游企业订单无法确认，上游企业原料供给

不足，影响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进而影响企业收益。 

荣盛盟固利对我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4,232 万

元。 

面对上述情况，公司于 2020年 8月已将所持荣盛盟固利剩余股权全部转让；

在有线电视业务方面，公司持续加强与湖北广电的沟通与合作，争取实现协同发

展。 

4.《2020 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受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债务问题影响，

你公司的子公司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广视”）业务开展

受限。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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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充说明国安广视 2020 年度的经营业绩情况，并结合国安广视所处

行业发展情况、经营环境、财务指标变化、市场发展前景以及与同行业公司的

可比情况等，说明国安广视 2020 年经营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

差异；  

回复：国安广视业务的开展是以公司投资各地有线电视网络所建立的长期合

作关系和各地有线省网所覆盖的用户为基础，采取投放 DVB+OTT智能终端的方式，

在合作区域内实现业务的覆盖，同时引入优质增值业务内容，辅以互联网思维运

营，进行业务拓展与用户整合，通过与多省广电运营商的合作，实现国安广视业

务的跨区域联合与规模化运营，属于建立在传统广电行业基础上的创新增值业务。 

（一）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传统有线电视行业从用户数量和企业收益方面都呈现持续下滑的态

势；2020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

展实施方案》（中宣发[2020]4 号）, 推动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广电行业发

展迎来新契机。 

（二）经营环境情况 

1.外部环境：广电行业政策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国安广视而言，挑

战与机遇并存；受国安集团债务问题影响，融资难度加大，导致业务发展受限。 

2.内部环境：国安广视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业务运营情况，及时进行运

营模式调整和优化，并于 2019年确立了“聚大屏、融百业、打造无界•生态”的

发展战略，重新梳理了业务与产品体系，持续开展新业务探索，各项业务流程和

制度日益完善。 

（三）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国安广视近三年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预计 

营业收入 21,142.91 26,010.35 20,000 至 25,000 

净利润 -17,093.12 -19,625.21 -60,000 至-80,000 

国安广视尚未形成规模化收入，近三年营业收入未发生较大变化。国安广视

前期投入已全部转入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折旧摊销成本大幅增加；同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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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集团债务问题影响，融资难度加大，后续业务的开展受到限制，相关增值业

务收入以及服务收入未能与成本增长相匹配；另外，国安广视因前期购建相关资

产而对外融资产生的财务费用较大，使国安广视近三年持续亏损。 

（四）市场发展前景及同行业对比情况 

中国广电正引领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以整合促发展，以 5G 赋能整合为

支撑，在“全国一网”条件下推进全行业的转型升级。稳定的行业格局和向上的

发展态势，将为国安广视业务的开展奠定良好的行业基础，国安广视在有线电视

创新业务方面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也为国安广视未来发展提供了经验储备。 

国安广视属于资源整合及运营型平台公司，运营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开

放性、特殊性，目前在市场上尚无可比同类公司。 

（2）请评估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债务问题对你公司的影响，并说明相较

于 2019年，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债务问题在 2020年是否进一步加剧，如是，

请说明加剧的原因，未来年度是否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

应对措施。 

回复：国安集团债务情况在 2020年未发生重大变化。自 2018年底国安集团

债务问题出现以来，主要对公司外部融资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及子公司融资难度

加大，特别是有线电视创新业务发展仍在投入期，智能终端覆盖、系统运营及维

护尚需要资金支持，由于资金受限，业务发展放缓；同时，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

软件开发业务也受到影响。 

截至 2020年底,国安集团债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对公司影响仍将持续，公

司将通过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整合优化资产结构，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加强经

营管理，落实降本增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给公司带来的冲击。 

本回复中涉及 2020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数据以审计后的 2020年年度

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