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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刘京独立董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审议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董事会会议，
已委托曾会明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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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
4、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919,826,35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95,991,317.60
元。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中信国安

000839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张荣亮
权博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国安大厦五层
国安大厦五层
010-65008037
010-65008037
zhangrl@citicguoaninfo.com
quanbo@citicguoaninfo.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中的有线电视网、卫星通信网的投资建设，信
息服务业中的增值电信服务、网络系统集成、应用软件开发，高科技产业中的动力电池开发
和生产，以及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等业务。近两年公司结合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和自身业务
开展情况，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整合优势资源，推进战略转型，并重点对原有业务进行了整
合重组，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信息产业为核心，新能源、系统集成、增值电信业务等高科技行
业为辅助的产业布局，公司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用户规模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领先地位，
公司将继续发挥资本运作、用户聚合和收购兼并三个平台的作用，积极布局大数据、大视频
和社区云服务，开展基于有线电视业务创新、互联网科技和大数据的智慧社区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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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元）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2015 年

4,362,389,731.30

3,927,050,217.13

11.09

2,816,059,90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371,259.04

230,201,704.91

12.67

351,668,41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333,960.42

220,675,354.51

-89.88

58,245,57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8,963,584.47

-238,047,410.68

-

-14,276,116.47

0.0662

0.0587

12.78

0.0897

3.87

3.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7 年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增加 0.39 个
百分点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14,829,752,816.16

13.30

11,009,741,555.91

6,743,264,702.18

6,529,772,237.28

3.27

6,679,139,286.98

2017 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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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15 年末

16,801,802,460.6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5.26

单位：元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三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

1,122,984,606.93

1,178,669,195.11

904,897,188.77

1,155,838,740.49

54,557,307.51

186,285,783.04

7,017,590.79

11,510,577.70

48,916,143.21

6,450,192.15

5,088,157.84

-38,120,532.78

-248,861,391.48

-54,015,011.74

-285,277,699.26

289,190,518.0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2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
前 10 名股东情况。
报告期股东总数

261,271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股东总数

24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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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基金－宁波银行－
中信建投稳健价值 18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报告期内
持有无限售
限售条
增减变动
条件的股份 股份
件的股
数量
情况
数量
状态
份数量
36.44 1,428,488,345
0
0
1,428,488,345 质押 1,207,500,000

持股比 报告期末持
例（%） 股数量

其他

周伟青
林瑞良
武晓琨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梁晏
袁园
林梅英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无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93

75,774,445

0

0

75,774,445

无

无

0.35
0.33
0.28
0.24
0.24
0.23
0.21
0.20

13,856,550 13,856,550
12,927,000
-116,000
10,897,122
0
9,560,969 9,560,969
9,417,800 9,417,800
9,162,303 9,162,303
8,280,703
27,900
7,901,460
0

0
0
0
0
0
0
0
0

13,856,550
12,927,000
10,897,122
9,560,969
9,417,800
9,162,303
8,280,703
7,901,46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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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基金－宁波银行－中信建投稳健
价值 1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周伟青
林瑞良
武晓琨
北京正华宝意控股有限公司
梁晏
袁园
林梅英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股份种类

年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1,428,488,345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428,488,345

75,774,445

人民币普通股

75,774,445

13,856,550
12,927,000
10,897,122
9,560,969
9,417,800
9,162,303
8,280,703
7,901,460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13,856,550
12,927,000
10,897,122
9,560,969
9,417,800
9,162,303
8,280,703
7,901,46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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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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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名股东“周伟青”通过“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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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9,250 股；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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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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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5,122
股；第 7 名股东“梁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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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7,800 股；第 8 名股东“袁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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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2,303 股；第 9 名股东“林梅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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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3,200
股；前十名其他股东均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财政部

中国中信
集团有限
公司

黑龙江鼎尚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945%

北京合盛源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9.764%

瑞煜（上海）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共和控股
有限公司

15.811%

17.787%

15.811%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36.44%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3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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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股东
63.56%

天津市万
顺置业有
限公司
9.882%

第三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的经营概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以“突出主业、专
业发展”为原则，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充分挖掘潜在价值，持续深化战略布局，稳步推
进战略转型。同时，在结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资产整合和资本运作力度，
提升运营能力与效率，公司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09%；实现利润总额 4.2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0.7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2.67%。
（一）信息产业
1、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在有线电视业务方面，电信和互联网对有线电视行业的冲击进一步加剧，公司有线电视
项目积极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局面，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一方面采取灵活的市场策略，实现
差异化竞争，并通过深挖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用户黏性，稳定基本用户
规模；另一方面加快创新业务培育，推进网络和平台建设，完善增值业务的用户体验，努力
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公司继续发挥资本运作平台的优势，积极参与推进有线电视网
络整合，进一步扩大业务覆盖范围，增加用户数量，提升有线网络投资收益和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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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132 万户，数
字电视用户约 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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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6 亿元，实现净利润 13.33
亿元，公司权益利润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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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广视”）在“DVB+OTT”
的商业模式基础上，推出了“IPTV+OTT”——与电信运营商合作的新业务模式，并已投入商业
化运营，得到了行业内的认可。同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开展商业化运营的探索，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7 年 3 月，国安广视参加 CCBN2017 展会，演示了国安广视与百度
度秘合作推出的基于电视大屏的人工智能服务，并在业内率先实现大规模落地，获得业内及
用户的广泛好评，搭载百度度秘的国安广视智能终端实现落地超过 100 万台。截至目前，国
安广视已分别与长沙有线、浏阳有线、湖北楚天视讯、湖北广电、湘潭有线、益阳有线、广
州珠江数码、河北省网、云南电信、北京移动等广电和电信运营商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累
计签约用户达到 1,400 万户，终端及业务覆盖用户超过 500 万户。2017 年 7 月，国安广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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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网联合举办“智享 E 家·G 创未来”智能终端上线启动仪式，面向河北全省联合布放
G2 智能终端及智能语音遥控器，G2 是对 G1 智能终端在外观、技术、内容、服务等多个层
面进行了升级，可以实现家庭大屏智能化，真正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国安广视通过
一系列推广活动，提高了行业影响力，推动“广电网+互联网”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化了国安
广视家庭智能生态新模式。
国安广视通过与多家上游机构合作，持续推进与 CP/SP 的合作，开展内容/产品的引入、
生产、上线工作，继续汇聚整合更多优质的媒资内容及各类电视增值业务产品，目前已涵盖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优酷、芒果 TV、上海文广等合作商，累计引入 55 万余小时视频内容，
目前媒资内容汇聚已达到规模化量级，媒资产品 G 院线、G 影院、G 剧场、G 动漫、卡秀动
漫等开始收费运营。国安广视全面升级了教育大厅、游戏大厅和应用商店，创建了 G 生活、
G 应用，累计完成 700 余款应用的引入，在多个地市完成上线运营，并与多家大型互联网应
用类公司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此外，国安广视构建线上线下为一体的智慧社区生活平台，
以“慧生活”为具体形态的智慧社区业务初步形成。目前已上线运营智慧社区业务的项目区
域包括湖南、湖北、河北三省多个地市。
2、增值电信业务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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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业务
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了呼叫中心规模，业务收入实现持续增长。移动互联创新业务进展顺
利，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对接，开通了聚合支付功能。鸿联九五获得年度十佳服务外包奖、
中国客户联络中心最佳解决方案奖等重要奖项。
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实现营业收入 16.65 亿元，实现净利润 1,957.60 万元。
3、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科技”）继续围绕智能
建筑信息化集成业务、信息系统集成业务、轨道交通业务、智慧城市业务、海外业务等各主
营业务板块开展各项工作。在上述主营业务稳步开展的同时，积极拓展市场，扩大对外合作
的规模和业务领域；加强与合作方沟通和交流，对项目合作的管理模式进行规范化管理。报
告期内，国安科技获得了“涉密信息系统集成安防监控甲级”和“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综合布线甲
级”资质，并通过了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 GJB-9001 认证。
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6.04 亿元，实现净利润 1,197.57 万元。
（二）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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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
源业务立足现有产能，统筹安排各项生产工作，积极应对客户需求，增加研发力度，不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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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新的技术并市场化应用，依托领先的技术，进一步巩固了行业市场地位。盟固利动力作
为发起单位之一，与北京市科委、天津市科委等机构联合组建了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创新联盟，
推动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创新合作、资源共享和产业联动。2017 年以来，工信部已累计发布
10 批推荐车型目录，搭载盟固利动力电池的车型公告数量达到 179 个，位列全行业第三。2017
年底，盟固利动力入选“2017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榜单”，新申请专利 54 项。
盟固利动力在商用车 PHEV 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电动大客车 PHEV 市场占有率持续
保持领先优势。截至 2017 年底，装载盟固利动力电池的在线运营车辆达到 31,500 辆，已覆
盖除港、澳、台之外的国内全部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累计安全行驶里程达到 36 亿公
里。积极拓展乘用车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江苏溧阳年产 2 万套动力电池组自动化生产线
已竣工投产,为上汽 EV69 车型配套的动力电池目前已进入批量供货阶段。在新产品开发方面，
轨道交通、通用航空等全新高端应用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搭载盟固利动力电池系统的标准
动车组已于 2017 年实现出口德国铁路系统，2018 年下半年将完成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
整车试验并进入小批量供货阶段；搭载盟固利动力电池系统的 RX1E-A 型电动双座飞机首飞
成功。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盟固利动力在天津市宝坻区新建 5 亿安时动力电池产能项目工程
过半，现已完成主结构的施工和设备采购工作，计划于 2018 年下半年投产，为公司未来大规
模进入乘用车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盟固利动力实现营业收入 14.79 亿元，实现净利润 1.54 亿元。
（三）房地产业务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海南国安•海岸项目的开发建设工
作。报告期内，项目开发按照计划顺利开展，并对后期储备用地开展了调研等工作。
（四）基金公司业务
公司所属西藏国安睿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睿博”）依托上市公司资源，
继续积极开拓市场。报告期内，现有基金在对已投项目持续做好后续管理工作的同时，不断
拓展新的项目。一方面积极按照上市公司战略布局开展上下游项目的筛选工作，并协助上市
公司推进相关项目的落地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基金对外合作的窗口功能，为上市公司战略
实施提供更多的业务合作机会。
截至目前，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零”）重组上市事项已实施完
毕，由国安睿博管理的奇虎 360 专项投资基金“浙江海宁国安睿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国安睿威”）已完成相关股权的交割工作。国安睿威持有三六零 1.11 亿股，持股
比例为 1.64%；国安睿威通过参股公司天津奇信志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三六零比例为 2.56%，
合计持有三六零股份比例为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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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2、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3、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 2017
年 5 月 28 日之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
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对于当
期列报的终止经营，原来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报的信息重新在比较报表中作为终止经营损益
列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
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
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 年 1
月 1 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
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在利润表中新
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
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
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
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相应的删
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
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
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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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形。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1）2017 年，本公司以现金 600 万元增资北京广传慧生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取得 30%
股权，同时公司之子公司国安广视以现金 600 万元增资北京广传慧生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
取得 30%股权，上市公司从 2017 年 2 月 1 日开始合并该公司报表。
（2）报告期内，因中信国安恒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股权，本期不再合并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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