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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000839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荣亮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国安大厦五层
010-65068509、65008037
010-65061482
zhangrl@citicguoaninfo.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2.1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上年度期末

11,673,331,828.24 11,450,513,543.73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43,249,061.15 6,456,635,562.41

9.0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报告期（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710,361.49

上年同期
-171,094,286.49

-

1,002,307,450.85 1,029,861,978.32

-2.68

179,815,960.70

77,259,623.33

132.74

58,095,394.06

58,065,094.93

0.05

2.61

1.32 增加 1.2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0.1147

0.0493

132.66

稀释每股收益

-

-

-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1,652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其他

36.44

571,395,338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1.94
1.87
1.13

30,364,378
29,270,385
17,779,532

0
0
0

0.82

12,913,740

0

0.75

11,762,292

0

0.74

11,565,241

0

0.62

9,644,116

0

卢伟华

富恩德（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富恩德仙多山基金 1 期
林梅英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周兰金
境内自然人
林聪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

股东名称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315,000,000

0
0.58
9,082,298
0
0.55
8,66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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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股东“卢伟华”通过“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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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3,240 股；
第 7 名股东“林梅英”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801,000
股；第 9 名股东周兰金通过“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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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6,062 股；
第 10 名股东林聪通过“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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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4,993 股。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对
现有业务进行优化重组，完成了资源开发业务的剥离工作，进一步突出了主营方
向，同时不断强化各项业务的运营管理，提升资产运营效率，经营业绩保持快速
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8%；实现利
润总额 18,170.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8.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7,981.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2.7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09.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05%。
1、信息产业业务
在有线电视业务方面，公司有线电视项目一方面不断提高业务服务水平，巩

固已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继续积极开拓新的数字电视增值
业务，如互动电视、视频点播、互联网接入等；此外，通过推动部分有线电视项
目的资本运作，参与各地区域网络整合，不断扩大有线电视网络用户规模，公司
有线电视业务资产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所在行政区域入网用户总数达到
3,510万户，数字电视用户2,756万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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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计实现营
业收入31.40亿元，实现净利润6.43亿元，公司权益利润1.65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视公司”）各
项业务按计划如期开展。广视公司结合公司有线业务发展情况，通过整合用户，
汇集各领域优质资源，借鉴互联网经营模式与思路，确定了DVB+OTT的业务模式，
向传统的广电市场引入个性化、精准化的产品与服务，开展基于广电网络的视频
点播、电视电商、电视游戏、精准广告、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业务，不断提升
公司投资的有线项目整体经济效益和行业竞争力，使公司逐步从过去的战略投资
者转变成行业领先的互联网增值业务运营商。
广视公司已确定了有关技术解决方案和建设方案，完成了亦庄试验网DVB+OTT
系统的建设工作，目前正积极组织推进北京亦庄试验网项目建设和实验。在确定
DVB+OTT的业务模式的基础上，部分已确定合作意向的有线电视项目开始进入实施
阶段。公司后续将继续完善CDN网络规划，并着手制定以湖南五个地市为试点的互
联互通和CDN网络规划方案，为公司后续OTT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网络支撑。在
引入优质节目源方面，广视公司积极接洽市场优质资源，并与多家上游机构（包
括cp和sp）达成了合作意向，公司媒资平台得到逐步丰富和完善。在应用开发方
面，以广视业务平台为基础，广视公司积极与参股地市洽谈广告运营及OTT运营具
体方案，大屏游戏、在线教育、电视购物、在线医疗、便民生活等应用产品的开
发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正在与有关合作伙伴就技术对接和落地方案进行协调，
为后续稳定运营奠定了基础。此外，广视公司还对大数据业务的建设与发展给予
了高度重视，目前大数据平台（一期）的招标、建设工作已有序展开，正在着手
构建大数据平台二期的准备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配合推进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有线”)IPO上市相关工作，该项工作顺利完成。2015年2月11日，江苏
有线IPO首发获证监会主板发审委审核通过；2015年4月28日，江苏有线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江苏有线上市后公司持股45,490万股，持股比例为15.22%，为江
苏有线第二大股东。
在增值电信业务方面，公司所属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鸿联九五公司”）继续发挥其在行业内的传统优势和影响力，重点发展呼叫中心、
企信通等业务，加强与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领域的企业的沟通合作，通过技术、
业务和商业模式创新找到满足客户快速反应的服务模式，在该领域实现业务突破，
并同时积极寻找新客户，继续保持业务规模的稳定增长。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5.7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18.84 万元。
在网络系统集成业务方面，公司所属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安科技公司”）积极完善公司产品的研发思路与渠道，围绕智能建筑、公安交
通管理、轨道交通、智慧城市、海外建设等五大业务板块开展工作，加大了对重
点行业和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公司经营业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告期内，国
安科技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2 亿元，实现净利润 1,292.01 万元。
2、高科技新材料业务
在高科技新材料业务方面，公司所属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盟固利公司”）面对 2015 年上半年国内正极材料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
售价格持续走低的形势，盟固利公司通过优化客户结构，合理配置公司资源、提
高生产效率等有效应对措施，产销量规模进一步扩大，销售收入稳步提升。报告
期内，盟固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8 亿元。
3、房地产开发业务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公司所属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 2014 年收
购了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海南旅游地产的开发。报告期内，海南地
产项目市场调研、规划设计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房地产
市场发展机会，充分利用现有房地产业务平台，开发符合公司规模、成本合理的
地产项目。
4、资源开发业务
在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青海国安公司 49%股权转
让的工商变更等工作，转让工作全部完成，进一步突出了公司主营业务，使公司
集中精力发展信息产业相关业务，经营更趋专业化。
5、下半年工作计划
公司下半年工作继续以公司有线电视业务创新为核心工作，加大公司有关资

产证券化、资产整合和收购兼并的力度，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创新业务，积极促进
公司转型的进度。
公司将在现有有线网络业务的基础上，依托多年来在有线电视领域业已形成
的资源、资本及品牌优势，一方面继续加大区域网络整合力度，通过多种方式拓
展和扩大有线电视网络用户的规模，积极推进有线电视项目的资本化运作；另一
方面，公司将发挥公司既有优势和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本着“开放、合作、共
赢”的理念，以广视公司为平台，通过整合用户，汇集各领域优质资源，为用户
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应用，增加用户活跃度和用户粘性，力求打造网络互联互
通互动、内容交流共享和用户资源整合的平台。同时公司也将建设基于大屏生态
系统的智慧社区，融合公共服务、便民生活、社区金融和健康医疗等多类增值服
务，成为智慧家庭和智慧社区的数据服务中心。
公司将继续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转型发展的目标和发展战略，运用收购、
兼并、合作等多种方式，与信息产业相关领域具有核心技术、研发优势和人才优
势的企业合作，拓展公司创新业务，实现优势互补，使资本创新与经营业务发展
有机结合，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整合，增强公司技术储备能力。在保持公司有
线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公司也将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继续加大有关资产整合的
力度，探索各类资产整合模式，推进公司有关项目的资本化进程。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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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
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
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