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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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225 号京龙大厦
010-65008037
010-65061482
zhangrl@citicguoaninfo.com

证券事务代表
权博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225 号京龙大厦

010-65008037
010-65061482
quan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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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期末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12,422,907,024.62

11,001,792,168.00

1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42,288,707.92

6,679,139,286.98

-0.55

报告期（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089,612.47

-136,577,931.63

-

营业收入

1,673,738,235.42

1,220,055,438.72

37.19

172,319,022.06

208,496,658.85

-17.35

168,824,500.87

58,095,394.06

190.60

2.59

3.03

减少 0.44 个百分点

0.1099

0.1330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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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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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9,879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其他

持股比例

中信建投基金－宁波银行－中信
其他
建投稳健价值 18 号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招商
其他
智远增持宝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卢伟华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施桂花
林珊
林瑞良
闻永伟
武晓琨
陈莹

（%）

持股数量

36.44

571,395,338

1.93

30,309,778

1.33

20,928,649

0.82

12,913,740

0.51

7,993,500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
件的股份数量
0

股份数量
315,000,000

50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46
7,245,376
0.33
5,247,200
0.33
5,100,729
0.30
4,696,349
0.30
4,665,000
第 1 名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通过第 3 名股东“招
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招商智远增持宝 8 号集合资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除前述外，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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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名股东“施桂花”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993,500
股；第 6 名股东林珊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245,376 股；第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7 名股东林瑞良通过“海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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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7,200 股；第 8 名
股东闻永伟通过“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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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529 股；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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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0,049 股。
注：中信国安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571,395,338 股，持股比例 36.44%；通过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股数量 20,928,649 股，持股比例 1.33%；直接及间接持股数量合计
592,323,987 股，持股比例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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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突
出主业、专业发展”为原则，继续整合优势资源，加大转型力度，提升公司的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建设三大平台（以上市公司为主导的资本运作平台、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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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公司为核心的用户聚合平台和以基金公司为基础的收购兼并平台）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同时公司不断强化各项业务的运营管理，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4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37.19%；实现利润总额 2.0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77%；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231.9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35%；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882.4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0.60%。
1、信息产业业务
在有线电视业务方面，在与电信、互联网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公司各有线电
视项目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积极应对行业整体增速趋缓的不利局面，一方面以市
场需求为核心导向，不断加强平台建设，扩展优质内容，提高服务水平，保持用
户规模稳定，基础业务收入稳中有升；另一方面以业务创新为增长动力，进一步
加快转型，增加数字电视增值业务比重，提升 ARPU 值；与此同时，公司继续发
挥资本运作平台的优势，整合现有各地区域网络，进一步扩大用户范围，提升公
司有线电视业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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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1 万户，数字电视用户 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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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 亿元，实现净利润 6.52 亿元，公司权益利润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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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推进 DVB+OTT 业务模式的项目落地工作，先后实施了亦庄、长沙、浏阳、楚
天视讯、湘潭、益阳、秦皇岛七个项目，签约用户规模达到 400 万户，协调运营
商共同进行了项目的平台建设、系统集成、终端测试等工作。长沙项目作为首个
正式商用项目，已经开始终端规模性发放工作，楚天视讯作为第一个省网项目已
完成省级平台的搭建工作，预计下半年开始终端发放工作。2016 年 3 月广视公司
参加了广电 CCBN 展会，5 月 20 日在长沙召开了广视 G-1 智能终端发布会暨长沙
DVB+OTT 项目启动仪式，进一步向业内展现了广视公司与广电运营商合作的
DVB+OTT 业务，有力促进了广视业务的全国市场推广工作。随着各地合作项目的
签约，各项业务的落地工作进展顺利，OTT 平台及业务的稳定运行和智能终端的
良好用户体现均获得了合作运营商的认可。根据已实施项目的良好用户体验，广
视公司陆续与多家重点地区的运营商达成较为一致的合作思路并进入项目商务洽
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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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视公司通过与多家上游机构合作，不断汇聚和整合更多优秀的媒资内容以
及各类电视增值业务产品，目前为合作项目投建的 OTT 平台已经集成并在线运营
超过 2 万小时的优质媒资内容、5000 小时的优秀教育内容以及上百款的各类丰富
增值应用产品。广视公司大数据平台已成为公司 DVB+OTT 各项业务的重要支撑
手段，目前通过数据授权协议已覆盖 2900 多万户，其中自主采集系统覆盖约 700
万户，北京大数据中心平台已开始为运营商提供数据洞察分析服务，全业务数据
洞察及本地化运营支撑等服务。此外，广视公司智慧社区业务已经在长沙落地，
以广电网络为依托，以真实用户为基础，着力打造最后一公里生活服务圈。作为
公司智慧社区战略的一部分，具有强媒体流量，丰富的电商、医疗、周边服务等
社区服务内容和大屏等优势，智慧社区业务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分析等所
做的社区 O2O 方向的尝试，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拓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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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期内多个呼叫中心业务新项目同时上线运行，企信通业
务也继续得以加强，收入利润明显提高。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6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54.81 万元。
在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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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围绕智能建筑业务、智能交通业务、智慧城
市业务、海外业务等各主营业务板块开展各项工作，加大了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相
关项目的支持力度，积极完善公司产品的研发思路与渠道，加强事业部的动态管
理，公司经营业务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公司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2.84 亿元，实现净利润 1,105.04 万元。
2、高科技新材料业务
在高科技新材料业务方面，公司所属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盟固利新材料公司”）根据锂电池材料产品数量及性能需求持续增长
的市场情况，通过加大研发力度、积极推进扩产项目、加大与供应商协同合作等
措施，积极应对市场形势，较好的完成了 2016 年度上半年的经营计划，产销量及
收入水平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报告期内，盟固利新材料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8
亿元，净利润 2,353.40 万元。公司所投资的“4500 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已
于 2016 年初正式启动，目前厂房建设、设备采购、电力增容等工作均按计划进行
中。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固利动力公司”）
4

的研发、生产、市场销售、售后服务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公司紧密围绕年初制
定的经营目标，紧跟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支持方向，在继续保持插电式混动客车
（PHEV）市场优势的同时，积极挖掘自身优势，不断拓展新的市场领域，在乘用
车市场及高铁和无人机等前瞻应用领域均取得了新的突破。2016 年 6 月盟固利动
力公司与天津宝坻区政府正式签署了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协议，项目建设的各项工
作正在加紧推进。报告期内，盟固利动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6 亿元，净利润
8,708.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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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国安房地产公司”）稳步推进海南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立项备
案，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工作。国安房地产公司积极开展与周边项目的联合开发尝
试，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现已基本完成合作项目的意向性谈判，后续将
继续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4、重要对外投资情况
（1）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西藏国安睿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海宁国安睿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天津
奇信志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奇信通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方式参与奇虎 360 私有化。
奇虎 360 所涉及业务和公司目前的发展战略较为匹配，公司参与奇虎 360 私有化
旨在配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长期战略性安排，考虑到双方业务的互补和互动，公司
可以以此投资为契机加强与奇虎 360 在技术、业务等领域的合作，加速推动公司
发展，并分享奇虎 360 业务成长带来的价值；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奇虎 360 部
分股权，按照目前的市场预期，公司预计本次投资将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有利
于提高公司利润水平。2016 年 7 月奇虎 360 已根据合并协议完成合并,奇虎 360 私
有化交割完成。
（2）2015 年 6 月，公司以现金 2,000 万美元通过下属子公司上海沐云信息技
术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NextVR Inc.拟发行的 3,947,031 股 B 级优先股。公司该项投
资主要是基于增强用户体验和未来战略合作的角度，通过投资 NextVR 公司，切入
虚拟现实领域，除了未来可能产生的财务收益，还可以与虚拟现实领域领先的商
业和技术团队建立直接联系，增强公司的技术储备和项目储备能力，有利于公司
的整体战略布局。
5、下半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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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半年工作将继续以有线电视业务发展为核心，新能源、系统集成、增
值电信等业务为辅助，积极推进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促进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的发
展，开展创新、互联网科技发展战略，实现公司战略转型。
公司将在现有有线网络业务的基础上，利用公司已形成的有线电视跨区域经
营优势，一方面继续积极开展区域网络融合，利用多种渠道开拓和扩大有线电视
网络规模，进一步提高网络质量，使有线电视网络可以开展更多业务，适时引进
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和应用，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用以增强用户粘性，确保有
线项目收益稳定增长，积极推进有线电视项目的资本化运作；另一方面，公司将
按照年度计划安排重点做好智慧社区业务及用户聚合工作，继续加大大屏生态系
统建设，进一步优化升级，提高精细化运营能力，在社区服务方面提升内容和服
务等级，重点打造一批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样本。同时继续推进内容整合、产品
开发、广告、大数据等业务的落地，在跟踪落实已实施的七个项目的同时，继续
推进 DVB+OTT 的业务模式的项目落地工作，按照年度计划的安排争取全年实现签
约用户 1500 万户，落地用户 300 万户。
2016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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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有线电视运营上下游产业链条、基于用户的大
数据、互联网金融、在线应用等方面以及与公司业务匹配度高和盈利能力强的公
司的投资合作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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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资本运作的力度，探索各类资产整
合模式，推进公司有关项目的改制进程和资本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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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适用

√不适用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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