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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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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8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8-28），应监管部门要
求,为方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担保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7 号》，公司对上述公告进行了补充和细化，现补充披露如下：
一、子公司情况介绍
（一）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 年 12 月 19 日；
注册资本：15,13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永增；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6 号 15 层 1508a、1509 室；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95%，中信通信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
经营范围：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设计、安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讯设备、机械
电器设备、电子元器件；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信息咨询；建筑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9.01 亿元，负债总额 6.51
亿元，短期借款 1.20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6.51 亿元，净资产 2.50 亿元；2017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6.04 亿元，利润总额 0.15 亿元，净利润 0.12 亿元。该
公司无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82 亿元，负债总额 6.29
亿元，短期借款 1.30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6.29 亿元，净资产 2.53 亿元；2018

年 1-3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1.57 亿元，利润总额 0.03 亿元，净利润为 0.03
亿元。该公司无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国安科技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4 月 23 日；
注册资本：2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璐；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 1 号 6 号楼；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74.42%，岳阳市有线网络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9.30%、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持股 9.30%、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 4.65%、山东广电网络威海有限公司持股 2.33%；
主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
理等。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13.43 亿元，负债总额 12.86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12.86 亿元，净资产 0.56 亿元；2017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为 0.47 亿元，利润总额-1.02 亿元，净利润为-1.02 亿元。该公司无银行贷款
及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2.79 亿元，负债总额
12.40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12.40 亿元，净资产 0.39 亿元；2018 年 1-3 月未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 0.28 亿元，利润总额-0.17 亿元，净利润为-0.17 亿元。该公司
无银行贷款及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国安广视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5 月 27 日
注册资本：31,20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璐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8 号 1 号楼 4 层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64.10%，杭州普润新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28.78%，北京融惟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7.12%

经营范围：有生产电池；技术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2.42 亿元，负债总额 15.53
亿元，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中的长期
借款）3.50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11.18 亿元，净资产 16.89 亿元；2017 年度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 14.79 亿元，利润总额 1.82 亿元，净利润 1.54 亿元。该公司无
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1.94 亿元，负债总额
14.88 亿元，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中
的长期借款）3.77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9.82 亿元，净资产 17.06 亿元；2018
年 1-3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2.88 亿元，利润总额 0.21 亿元，净利润为 0.17
亿元。该公司无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盟固利动力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上述子公司控制关系图

上述控制关系图截至 2018 年 6 月 8 日, 即《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28）披露日。
二、少数股东担保及反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少数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对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具有实际担保能力，该反担保能充分保障
上市公司的利益。公司认为本次担保对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
三、合并报表外担保事项说明
公司对奇虎 360 私有化项目提供的 26 亿元股权质押担保为对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外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其的担保将于到期后自动解除。（详见《关于
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公告》2016-19）
公司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 6 亿元担保，是青海中信国安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时，公司为其所做的担保，该部分担保将
于到期后自动解除。
（详见《关于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2010-43、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2011-03）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担保对象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为
71.35%、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为 96.95%。
公司对奇虎 360 私有化项目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总额为 26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56%；公司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
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90%。上述两项
担保属于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提供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47.46%。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