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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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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审议第一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以现场会议方式表决。董事夏桂兰、刘

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已委托董事刘哲、万众代为出席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余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1.5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哲先生、财务总监王凤勇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韩明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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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3,807,993.71  685,548,914.62  -1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536,082.53    303,189.67  -1478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227,413.56  -119,625,94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6,511,224.68  -453,467,49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4 0.0001  -14789.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08% 0.0034% 减少 0.7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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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3,951,043.33 13,343,382,740.05  -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35,587,974.55  5,871,447,041.72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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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7,6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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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3,266.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83,965.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49,217.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76,398.06   

合计 19,691,331.03  -- 

 

2.2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1616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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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419,410,000 

冻结 1,428,488,345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1.11% 43,600,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1,630,26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3% 28,639,317     

陈丽君 境内自然人 0.38% 15,000,0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34% 13,411,050     

武晓琨 境内自然人 0.28% 11,077,100     

王皓 境内自然人 0.25% 9,921,191     

曹艳国 境内自然人 0.21% 8,054,837     

张广臣 境内自然人 0.19% 7,57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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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素芬 4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00,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630,268  人民币普通股 41,630,26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639,317  人民币普通股 28,639,317  



 

陈丽君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夏重阳 13,411,05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1,050  

武晓琨 11,0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77,100  

王皓 9,921,191  人民币普通股 9,921,191  

曹艳国 8,054,837  人民币普通股 8,054,837  

张广臣 7,572,730  人民币普通股 7,57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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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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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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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有息负债等影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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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有息负债

影响。 

3、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国安广视公司净

额法确认收入，同时减少市场推广费影响。 

4、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有息负债较 2020 年 1 季

度减少影响。 

5、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2021 年 1季度股权转让

收益较 2020 年 1季度减少影响。 

6、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滞纳金影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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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所得税费

用较上年同期增加影响。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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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

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影响。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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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影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

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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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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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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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委托理财  

□适用 √不适用 

3.7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8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 适用√不适用  

3.9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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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