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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8-5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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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审议三季报的董事会以通讯方式表决，全体董事均参加表决。 

1.5 公司董事长罗宁先生、总经理孙璐先生及财务总监晏凤霞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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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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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0,648,482.27    16,801,802,460.66   1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7,084,574,896.19 6,743,264,702.18   5.0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67,739,497.97  18.00% 2,978,260,157.29  -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5,821,969.09  -17.04% 5,444,967.33  -9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518,506.16   8.46% -57,649,904.87   -19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 -438,082,561.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5 -16.67% 0.0014 -9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增加 0.02 个百分点 0.08% 下降 3.6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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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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18,832.53  

公司持有的部分有线电视参股公司

股权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换为长

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产生投资

收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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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905.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3,815.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432,762.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63,918.99   

合计 63,094,872.20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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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410,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1% 74,957,200 0   

梁守新 境内自然人 0.47% 18,278,198 0   

谢贤团 境外自然人 0.29% 11,330,000 0   

武晓琨 境内自然人 0.28% 10,897,12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4% 9,246,587 0   

雷国权 境内自然人 0.19% 7,329,9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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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7,120,860 0   

周伟雄 境内自然人 0.17% 6,723,000 0   

黄悦开 境内自然人 0.16% 6,238,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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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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4,9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4,957,200 

梁守新 18,278,198 人民币普通股 18,27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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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46,587 人民币普通股 9,246,587 

雷国权 7,329,943 人民币普通股 7,32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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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0,860 人民币普通股 7,120,860 

周伟雄 6,7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3,000 

黄悦开 6,238,200 人民币普通股 6,23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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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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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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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公司付设备工程款等增加影

响。 

2、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预付项目款增加影响。 

3、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保证金增加影响。 

4、存货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开发成本增加影响。 

5、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在建项目投入增加影响。 

6、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职场装修费增加影

响。 

7、预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预收股权转让款增加影响。 

8、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缴纳税费影响。 

9、应付债券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债券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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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

影响。 

11、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权公允

价值计量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影响。 

12、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减少转让天津盟固

利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影响。 

13、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利润减少，相应

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 

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减

少转让天津盟固利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影响。 

15、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少数股东所占股权部分享有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影响。 

16、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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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影响。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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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子

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增加影响。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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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

款收到的现金减少影响。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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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公司转让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项，荣盛控股已向公司支

付 12.7 亿元。截至目前，交易双方仍在推进本次交易进程，关于本次交易的未尽

事宜，交易双方将沟通解决。关于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8 日披露的

2018-29《中信国安关于出售资产暨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2018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 2018-47《中信国安关于出售资产暨子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进展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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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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持续到报告期内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以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作价，向中信国安拟定的股权激

励对象提供 1,650 万股中信国安股票作为实行股

权激励机制所需股票的来源。股权激励方案的实

施将以业绩考核为基础，具体方案将由中信国安

董事会制定，经有关股东方确认和主管部门批准

后实施。该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将遵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交易所的规定。 

2006 年 

1 月 23 日 
无 正在履行 

股份限售承诺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持有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有限售条件的 591,369,960 股发起人股份，上市

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司承诺该部分股份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2014 年 

3 月 6 日 
36 个月 履行完毕 

股份限售承诺 

浙江海宁国安睿威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我公司持有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

条件的 110,922,953 股发起人股份，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承诺该部分股份自上市之

日起锁定 24 个月。 

2017 年 11

月 2 日 
24 个月 正在履行 

业绩承诺 

浙江海宁国安睿威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三六零全体股东承诺 2017-2020 年三六零实现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20,000 万元、290,000 万元、

380,000 万元、415,000 万元。 

2017 年 11

月 2 日 
48 个月 正在履行 

其他对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计

划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数量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的 1%，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并

于增持公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实施完毕。在股

份增持实施期间以及上述增持计划完成后 6 个月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8 年 6

月 22 日 
6 个月 正在履行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2006 年后,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

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 号）。相关

规定中的“股东不得直接向激励对象赠予（或转让）股份”这一条款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股权激励的实施

相冲突，故该股权激励方案最终无法实施。2015 年 12 月，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经与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协商，

公司将按照股改承诺的内容对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等开展持股计划的方式落实股东股改承诺

内容。 

 

3.4 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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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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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票 000665 湖北广电 570,055,947.48 权益法计量 549,208,114.56     17,633,394.76 596,095,061.12 长期股权投资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959 江苏有线 1,286,194,726.53 权益法计量 2,033,851,818.34     76,372,731.50 2,569,292,875.30 长期股权投资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1360 三六零 1,365,119,680.00 权益法计量 1,412,310,411.40     41,578,094.40 1,472,729,875.00 长期股权投资 自有资金 

可转债 127007 湖广转债 15,000,000.00 公允价值计量 0.00    15,000,000.00 14,057,592.85 -942,407.15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合计 3,236,370,354.01 -- 3,995,370,344.30   15,000,000.00 14,057,592.85 134,641,813.51 4,638,117,811.42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0 年 04 月 30 日，2013 年 07 月 16 日，2015 年 09 月 23 日，2008 年 04 月 22 日，2015 年 12 月 21 日，2018 年 06 月 12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2008 年 05 月 14 日，2016 年 01 月 06 日 

3.6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不适用 

3.7 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3.8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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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