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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21-25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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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夏桂兰 董事 工作原因 刘哲 

刘  鑫 董事 工作原因 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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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拟不进行普通股股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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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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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10）65061482 (010)65061482 

电话 010-65008037 010-65008037 

电子信箱 sizenghui@citicguoaninfo.com liub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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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等业务。近年来，公司根据自身业务开展情

况，结合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整合优势资源，推进战略转型，对原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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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行整合重组，逐步退出非主营业务，现已基本形成了涵盖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增值电信

业务、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等的信息产业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主要业

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公司目前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覆盖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 7省 13

个地市，有线电视网络服务人口近 3 亿，各有线电视项目均是以参股形式与当地广电方成立

合资公司，共同对所投资有线电视项目进行运营管理，为所在区域用户提供电视节目基本服

务、视频点播、高清影视、有线宽带等增值服务，依托有线电视网络与政府及企业客户合作，

开展配套建设、传输、广告、智慧广电等多种业务。 

随着国内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同时受到 IPTV 和 OTT 的持续冲击，目前国内传统有线

电视业务已处于发展的瓶颈期，有线电视用户不断流失，业务呈现下滑趋势，公司在外部政

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均存在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所属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安广视”）依托公司前期有线电视投资所积累的资源，以电视大屏为基础，在实现各有

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的基础上，通过整合网络资源和用户资源，引入优质互联网产品及运营

模式，汇聚整合优秀的媒资内容以及各类电视增值业务产品，为有线电视网络用户、大型集

团用户等提供个性化和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探索资源整合与流量变现相结合的轻资产运营

模式。 

（二）增值电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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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家专业的企业综

合信息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为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等众多企业客户提供呼

叫中心、企信通、九五云通信等全业务流程解决方案。鸿联九五呼叫中心业务是将传统呼叫

中心提升为基于互联网的全接触多媒体呼叫中心，集数据分析、营销、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客

户联络中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方案。企信通是基于运营商网络，面向企业用户提

供功能全面的跨平台短信通知发送服务，业务涵盖短信、彩信、视频信息、语音信息、国际

短信、流量等信息服务。九五云通信是鸿联九五自主研发的一款集呼入、呼出及在线为一体

的多媒体云客服平台，全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可满足远程办公、即时咨询、客户管理等多

种业务场景，支持 SaaS 与 PaaS 方式的接入与集成，助力企业实现客户服务智能化。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鸿联九五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服务业务全面、服务行业覆盖广、对标

能力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及呼叫中心 BPO 头部企业。未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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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增值电信业务的模式和形态也将迎来新的迭代升级，

鸿联九五将以呼叫中心为基础，移动互联服务为桥梁，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致力成为企业

综合信息服务领导者。 

（三）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公司所属北京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科技”）以智能建筑、网络信息化

系统集成业务、轨道交通以及海外工程建设为主营业务，是从事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研发与

应用、数字化信息系统工程、智能交通、电子政务、计算机网络系统、数据通讯系统、智能

建筑系统等软硬件系统集成、设计与安装、工程建设及系统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 

国安科技所处行业相对成熟，业务开展主要基于市场客户需求，进行市场化竞争，并为

客户提供相应服务，在行业内具有较好的品牌优势和知名度。 

（四）房地产业务 

公司所属国安水清木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房地产”）主要从事房地产

开发。国安房地产公司当前重点工作为“国安•海岸”项目的建设和销售工作、5G 智能化社

区项目。“国安•海岸”项目地处海南澄迈盈滨半岛 4A级旅游度假区，目前正在开发的项目面

积占地 252 亩，规划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其中别墅 304 套，公寓 1366 套。 

5. 股权投资业务 

公司围绕主营业务，始终密切关注与公司主营业务上下游相关的投资机会，通过子公司

投资平台上海沐云直接投资了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沃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苏

州踪视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汇智控股有限公司等信息技术行业高科技企业，寻求与公司主

营业务的协同发展。公司设立了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国安睿博，由国安睿博作为普通合伙

人，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设立了国安睿威、国安精进、国安方德三支投资并购基金，

并通过三支基金投资了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高科技优质企业，随着上述公司陆续登陆资本市场，公司

通过择机减持股票、转让基金份额，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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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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358,906,291.87 3,500,707,869.55 -32.62% 3,974,368,07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4,587,590.01 6,488,327.85 -40,705.03% 2,006,155,75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9,071,756.33 -278,796,104.63  -377,720,29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926,984.79 -32,481,066.30  -134,146,31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21 0.0017 -39,635.29% 0.51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21 0.0017 -39,635.29% 0.5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2% 0.07% -35.79% 24.5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3,343,382,740.05 17,109,127,539.67 -22.01% 17,589,570,82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71,447,041.72 8,881,603,082.62 -33.89% 9,222,855,221.0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85,548,914.62 794,273,067.40 456,359,638.91 422,724,67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189.67 -167,295,048.86 27,530,536.40 -2,495,126,26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625,949.62 -96,480,978.46 27,260,161.76 -2,530,224,99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467,496.73 283,602,381.01 -143,147,297.46 124,085,4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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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0690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1616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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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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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38,400,268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74 29,100,000 0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22,65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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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26 1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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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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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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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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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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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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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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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线电视行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整体经

营形势严峻，对公司已投资的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经营和国安广视业务开展都产生较大影

响；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政策的落地，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广电行业的重视和扶持，但同时

也使公司持有的部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股权价值产生减值损失。大股东债务问题尚未解决，

对公司的不利影响仍在持续，公司及子公司融资存在较大困难，业务发展受到较大限制。2020

年，新冠疫情对公司人力密集型的呼叫中心业务、驻场施工的网络系统集成业务和房地产开

发业务均产生不利影响。 

面对以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认真落实当地政府和上级单位防疫

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继续坚持以“突

出主业、专业发展”为原则，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力度，提升现有业务运营能力，强化现金

流和预算管理，积极推进资产优化整合和降本增效工作，盘活存量资产。在具体业务运营方

面，优化有线电视网络增值业务商务合作及运营模式，夯实增值电信业务基础并扩大在业内

的领先优势，克服疫情对网络系统集成业务和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影响，保持了公司的平稳发

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9 亿元，同比下降 32.62%, 主要由于 2020 年执行新的

收入准则，部分收入采用净额法确认，如按照相同口径对比，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89%；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35 亿元，较去年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

司对所持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24.5%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14.53 亿元，对国

安广视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51 亿元；除资产减值准备外，国安广视亏损

同比增加 2 亿元；公司处置资产及合营联营公司权益法等确认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3.88 亿元；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7.19 亿元。 

（一）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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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6 亿元，实现净

利润-5.93 亿元，公司权益利润-0.77 亿元，同比减少 0.85 亿元。 

2020 年，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有线电视行业整体业绩下滑的不利局面，结合所投资

各地有线电视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加强交流督导工作，引导各项目推

进精细化管理和业务结构调整，在家客融合业务、智慧新业务开发、组织体系优化、降本增

效等方面推进转型升级，挖掘资源潜力，努力减缓并遏制用户流失的趋势。虽然公司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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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区域用户规模继续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领先地位，但用户资源的潜在价值仍需要

进一步挖掘。与此同时，公司积极配合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工作，密切关注全国一网建设、

广电 5G 建设进展及其所带来的新的融合发展契机。 

报告期内，国安广视实现营业收入 1.07 亿元，实现净利润-12.51 亿元，亏损的原因主要

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51 亿元，同时，由于业务发展未达预期，尚未形成规模化收入，而前

期投入较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折旧摊销金额较大，收入无法覆盖成本费用形成亏损。 

国安广视自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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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和各地有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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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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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业务。 

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广电内容监管政策逐渐放开，行业竞争更加激励，相比广电网络，

电信网和互联网的运营更加灵活和市场化，OTT 和 IPTV 行业得到快速发展，用户增长迅速，

OTT 和 IPTV 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国安广视初始规划的业务运营模式是符合客户需求和市场

发展趋势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用户从大屏端向移动端迁移，全

国有线电视行业整体经营持续滑坡。2020 年，随着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的推进，各地广电

业务未来发展模式具有不确定性，国安广视业务存在转型压力，对于快速的市场和政策变化，

未能及时有效应对。另外，国安广视外部融资受限，存在流动性困难，业务开展受阻，受上

述因素影响，未能实现既定的用户覆盖目标，业务发展未能达到规划预期，存在资产减值迹

象，经资产减值测试，确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51 亿元。 

报告期内，国安广视积极推进控本增效和优化整合工作，向轻资产运营模式转型，集中

资源，重点发展电商、流量经营业务。国安广视对运营平台进行优化，实现云上管理，通过

下放部分平台运营权限，形成以广电合作方为主导，国安广视提供平台及技术支持的新模式，

降低了平台运营成本。同时，国安广视积极推进部分广电合作项目的收益分配优化工作，保

障公司权益。业务开展方面，电商业务通过“大屏+小屏+PC”多屏融合电商技术解决方案，

为客户提供员工福利、企业内购、商品输出、礼品采购等电商服务；流量经营业务方面，国

安广视通过与合作伙伴流量共享、进行线上线下互相导流，积极探索符合自身产品特点的流

量变现方式。 

（二）增值电信业务 

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持续强化主营业务，深入拓展目标

市场，全面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推动合规发展与风险管理工作，提高生产效能和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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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增值电信业务的稳步发展。2020 年，鸿联九五实现营业收入 19.11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3

亿元。 

呼叫中心业务发挥产业优势，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局面，在保障人员防疫安全的前

提下，实现收入 15 亿元，同比增长 6%，其中金融版块突破与核心客户的合作规模及合作领

域，发展单业务多地运营模式，规模化交付高价值项目；互联网电商版块业务快速发展，2020

年，实现与阿里、美团的深度合作，增加多个新业务线项目；运营商版块继续强化自有及远

程众包资源配置，保证了公司的市场份额及竞争优势。 

企信通业务全网发送量规模持续增长，鸿联九五对企信通业务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将企

信通技术平台和运营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优化服务支撑成本，提高服务支撑效能。 

九五云通信业务不断完善产品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主要围绕呼叫中心和企信通两大主

营业务形成两大产品线。在呼叫中心系统建设方面，成功落地智能外呼、智能导航、智能对

话、智能质检和智能助手 5 项 AI 能力，为多个行业大客户提供个性化平台解决方案，符合市

场主流需求的“AI+SaaS”的智能客服产品形态已初具规模。 

2020 年，鸿联九五凭借优质的服务荣获年度中国客户中心专业外包十大推荐品牌、中国

最佳服务外包供应商、 “金耳唛杯”中国最佳客户中心-卓越外包服务奖等 50 余个荣誉奖项。 

（三）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3.03 亿元，实现净利润-5,492.13 万元。 

2020 年，各项业务开展受疫情影响较大，部分项目现场无法进驻，项目回款周期延长，

另外，国安科技银行资信情况受公司大股东影响，融资受限，部分项目招投标无法正常开展，

经营业绩下滑。面对上述情况，国安科技积极应对，提前做好复工后的各项准备工作，努力

推进新兴项目的实地开展，主要实施了北京市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政务云中心、城市副中

心综合管廊、河南省省立医院二期弱电系统集成平台、福州北站南广场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西

楼智能化项目、国家成品油储备能力建设工程安防等多个项目。另外，国安科技积极跟踪重

点项目，利用现有客户资源，从已完工项目中挖掘新机遇。 

国安科技荣获 2019-2020 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诚信系统集成企业”称号、2020

年度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业态创新奖”。 

（四）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国安房地产继续以海南项目为工作重心，全力推进“国安•海岸”项目的开发

建设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公寓楼精装工程、小区主要区域的市政及景观工程已基本完工，

别墅、会所装修工程正在按计划实施。另外，依托公司信息产业背景，国安房地产携手联通

将“国安•海岸”项目打造成为海南省首个 5G 智能社区，并引入小米智能家居体系、智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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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智能物业等系统，给业主提供更佳的居住体验和服务。 

（五）股权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受内外部复杂环境影响，公司根据实际发展需求，积极维护前期投资项目，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退出非主营业务，盘活存量资产，集中资源聚焦主营业务发展。 

2020 年，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部分江苏有线股票、三六零股票。另外，

以股权转让方式实现转让汇智控股有限公司 1.26%股权和荣盛盟固利 22.61%股权。上述股权

的转让及退出，实现了公司资金的回笼，且较初始投资成本，均实现了较好的投资回报。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有线电视业务 107,438,480.87 348,941,193.00 -224.78% -58.69% 75.47% -248.33% 

增值电信业务 1,910,725,756.26 1,574,310,093.56 17.61% -28.95% -34.98% 7.65% 

网络系统集成
及应用软件开

发业务 

302,863,662.75 302,821,526.71 0.01% -38.67% -35.94% -4.26% 

房地产业务 11,448,624.54 1,371,173.01 88.02% 11.41% -9.01% 2.69% 

其他 26,429,767.45 21,449,020.30 18.85% -44.20% -42.09% 79.1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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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9 亿元，同比下降 32.62%，主要由于 2020 年执行新的

收入准则，部分收入采用净额法确认，如按照相同口径对比，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89%。

公司营业成本 22.49 亿元，同比下降 28.18%，主要由于 2020 年执行新的收入准则，成本与收

入同步下降。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35 亿元，较去年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内公司对所持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24.5%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14.53 亿元，对国安广视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51 亿元；除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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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安广视亏损同比增加 2 亿元；公司处置资产及合营联营公司权益法等确认投资收益同

比减少 3.88 亿元。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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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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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安排、预收款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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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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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 1月 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工程建设业务及

提供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工程施工

计入合同资产；将与工程建设业务相关的已结算

未完工、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资产—原值 30,250,436.64 

存货 -30,250,436.64 

合同负债 553,665,306.67 

预收款项 -635,231,621.68 

其他流动负债 52,959,939.63 

其他非流动负债 28,606,375.38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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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 12月 31日） 

合同资产—原值 21,287,743.31 

存货 -21,287,743.31 

合同负债 779,291,102.27 

预收款项 -896,925,367.03 

其他流动负债 73,063,590.38 

（续）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年度） 

营业收入 -1,083,239,958.33 

营业成本 -963,205,428.34 

销售费用 -120,005,157.14 

管理费用 -29,3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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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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