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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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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

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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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宁董事、鄢钢董事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审议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董

事会会议，已分别委托秦永忠董事、孙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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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董事长李士林先生、总经理孙璐先生、财务总监吴毅群先生声明：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000839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 32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国安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0 

公司国际互联

网网址 
www.citicguoaninfo.com 

电子信箱 guoan@citicguoaninfo.com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廖小同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国安

大厦五层 

电话 010-65068509、65008037 

传真 010-65061482 

电子信箱 liaoxt@citicguoan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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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0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71,709,646.27 2,010,391,998.84 -11.87 1,968,247,861.84 1,971,993,915.76 

营业利润 99,124,308.45 218,804,952.92 -54.70 686,871,887.10 687,828,236.76 

利润总额 171,426,879.55 302,744,662.83 -43.38 753,010,522.58 754,198,06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6,254,693.99 260,219,363.13 -43.80 611,751,904.73 612,233,05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2,645,144.48 224,174,000.46 -89.90 231,796,070.16 231,561,85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7,401,080.72 -273,350,598.43 - 377,776,790.51 377,133,630.19 

项目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0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0,963,460,640.49 10,845,024,554.30 1.09 10,818,330,925.90 10,869,933,527.25 

负债总额 5,017,619,938.59 4,829,650,161.08 3.89 4,893,893,012.07 4,930,314,88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802,826,415.82 5,836,509,331.10 -0.58 5,758,005,170.79 5,765,993,128.84 

总股本 1,567,930,541.00 1,567,930,541.00 - 1,567,930,541.00 1,567,930,541.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 0.0933 0.1660 -43.80 0.3917 0.3920 

稀释每股收益 0.0933 0.1660 -43.80 0.3917 0.39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 
0.0144 0.1430 -89.93 0.1484 0.14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 4.49 下降 1.98 个百分点 11.33 11.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3.86 下降 3.47 个百分点 4.29 4.2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17 -0.17 - 0.24 0.24 

项目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0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3.70 3.72 -0.54 3.67 3.68 

资产负债率（%） 45.77 44.53 增长 1.24 个百分点 45.24 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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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元                              

√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 2009 年 

营业外收支净额 61,524,438.99  34,986,024.59 3,137,411.02  

股权转让收益 62,089,947.44    - 375,949,487.23 

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4,836.92  602,790.44 1,100,126.69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456,547.64 484,175.39  

合计 123,609,549.51 - 36,045,362.67 380,671,200.33 

 

§4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157,276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

（2012 年 2 月）末股东总数 
156,773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其他 41.42 649,395,338 0 120,000,000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15,655,316 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92 14,394,892 0 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75 11,814,184 0 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10,688,705 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53 8,234,627 0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46 7,227,690 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40 6,266,712 0 0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6,248,399 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38 6,016,80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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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649,395,3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5,655,316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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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14,394,892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1,814,18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688,705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234,627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227,69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266,71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248,3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6,016,808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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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注：1、经国务院批准，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在公司报告期末已完成整体改制工作，成为国

有独资公司，并由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详见公告 2011-47）。 

2、2012 年 1 月底公司接控股股东之母公司中信国安集团公司通知，按照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部署，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已完成整体改制工作，成为国有独资公司，并由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国

安集团有限公司，承继原中信国安集团公司的全部业务及资产（详见公告 2012-01）。 

3、公司于 2011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全扬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中

信国安集团公司的公告，该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动（详见公告 2011-26）。目前相关审批程序

正在进行中。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100% 

100% 

50%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扬投资有限公司 

50% 

41.42% 

财政部 

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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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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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复杂

市场环境、洪水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继续强化各项业务的综合运营管理，提高

公司整体风险防范能力，进一步加大资产整合力度,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为增强公司核心业务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87%；实现利润总额 1.7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3.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6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43.8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2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89.90%。 

（1）信息产业 

①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公司在本年度继续加快各地数字电视业务发展和部分区域网络整合工作，并继续积极推

动有线电视项目的资本运作工作。随着数字电视业务发展的加速和区域性有线网络整合的逐

步深化，公司开展数字电视创新业务和三网融合业务已具备了良好条件，公司有线电视业务

的盈利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快数字电视整体化改造工作，加大对现有网络的双向化改造力度，

发展互动电视、视频点播及高清数字电视等增值业务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数字电视收益增

长空间。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涵盖七省十四个地市，截至报告期末，除周口外的地市级

有线电视项目的城区数字化整体转换已全部完成，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已转向江苏和安徽省

各地市下辖的郊区、县及乡镇地区。 

同时，公司紧密结合三网融合发展的形势，把握国家政策，推进试点区域三网融合的实

施力度，积极探索新型商业运营模式，为公司有线业务后续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公司部分三

网融合试点地区顺应三网融合要求，通过整合电视、互联网、广播等多种媒体，积极探索开

展视频业务、通讯业务和互联网业务。公司通过前期的工作积累了开展三网融合业务的经验，

为用户提供三网融合的全方位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公司以各地省网整合为契机，积极推动有线电视合营公司的资本化运作，为进一

步提升公司在有线电视领域的发展规模和盈利能力奠定基础。公司结合各地有线网络参股公

司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情况，积极与广电方及当地政府探讨可行的整合方式，按照市场化原则

寻求适合当地特点的整合模式。公司投资的部分有线电视项目的资本化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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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网借壳武汉塑料上市事宜正在审批过程中。公司以推进有线电视项目资本化为契机，

扩大了公司有线电视网络运营的规模，增强了公司在数字电视领域的竞争优势，为公司后续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一步推进公司有线业务的资本化运作和省网整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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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 万户，

数字电视用户约 1,417 万户，互动电视用户约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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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电视用户规模的扩大、优质有线电项目资本运作

力度的加强和数字电视增值业务的发展，公司有线电视业务资产盈利能力和收益能力进一步

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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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亿元，实现净利润 8.17

亿元，我公司权益利润 2.5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0%。 

②增值电信业务  

公司所属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鸿联）利用自身资质和品牌优

势，继续保持呼叫中心业务方面的竞争优势。北京鸿联通过整合网络、渠道等资源，在大力

拓展大客户呼叫中心业务的基础上，重视业务创新，进一步加大了企信通等 3G 新型业务的

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报告期内，北京鸿联呼叫中心业务和企信通业务得到较好的发展，收

入增长明显，经营情况有较大幅度的好转。报告期内，北京鸿联实现营业收入 6.30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5.25%。 

③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公司利用一级系统集成资质优势，继续在智能建筑、交通信息系统、弱电系统集成等领

域扩大业务范围，重点保证大型项目的实施工作。公司所属的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安科技公司）面对复杂市场环境的影响，业务规模有所扩大，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国安科技公司除实施重庆国奥村、成都国奥村等原有弱电工程中标项目外，还中标了大连国

际会议中心建筑智能化工程等项目。同时，国安科技公司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重点进行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通信系统和弱电工程的建设工作，在强化项目质量管理力度的

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逐步扩大海外市场的业绩，进一步加大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培育了

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所属北邮国安宽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邮国安）进一步加大对研发和营

销的投入力度，加强内部管理和文化建设，在光电、卫星传输、数字音频以及数据产品的销

售、自主软件开发方面进展顺利，取得良好的效益。  

（2）资源开发业务 

公司所属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国安公司）由于受到 2009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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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洪水灾害、原材料成本大幅度上升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造成近两年采卤量下降，基

于盐田的生产特点，卤水蒸发时间及成矿周期延长，导致生产用原矿减少，产品产能受到了

较大影响。报告期内，青海国安整体业绩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全年营业收入 3.35 亿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 25.01%，净利润-8,542.69 万元。 

针对各种不利影响，青海国安通过精心布置，合理布局，在防洪抗洪、卤水原料储备、

技术改造和生产经营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同时进一步提高内部各项管控水平，挖

掘内在潜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期内，青海国安公司综合分析湖区水文地质情

况和近年来洪水影响，通过改造汇水池、加高加宽防洪坝等多项措施，大幅度加强了整体防

洪工作力度和抗洪能力，以此为基础，青海国安公司利用湖区新增加的淡水和盐湖开发的工

艺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补水方案,从而更有利于在生产中实现卤水开采和补给的平衡,实

现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同时，青海国安公司积极部署恢复和扩大井采工作，

提高采卤量，扩大盐田面积，以保证未来钾肥和碳酸锂产品生产原料供应。报告期内，青海

国安公司新建了 25 平方公里盐田，日产卤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积极开展了新建 30 万

吨钾肥生产装置与配套设施的前期工作，为确保后续盐田成矿及钾肥生产规模的提高奠定了

重要基础。在技术改造方面，青海国安不断完善生产线技术水平和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继续

对碳酸锂生产线进行技改优化，同时加快对电池极碳酸锂的技术研发力度，中试工作按计划

进行。此外,青海国安公司的年处理 30 万立方米的硼酸萃取项目和万吨级精硼酸项目的前期

建设工作也在顺利开展中，其中万吨级精硼酸项目目前已完成投料试车工作。 

在对外合作方面，公司继续加强在盐湖系列产品方面与国内外上下游企业的联系，积极

开展与国内外企业在碳酸锂产业链合作开发方面的合作探索工作，围绕盐湖和矿产资源寻求

国内外合作机会。2011年8月，公司控股股东中信国安集团公司与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下简

称“玻利维亚”）就玻利维亚境内科伊巴萨盐湖资源规划和开发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友

好的磋商，并与玻利维亚发展计划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的实施也将全权由公司负

责，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将归属于公司。目前公司对玻利维亚科伊巴萨盐湖进行了实地考察

和采样工作，并就有关问题与专业地质勘探机构进行了交流与沟通，初步确定了勘探方案和

后续工作计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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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增资和扩产工作，公司产能进一步提高，资产结构有所优化。盟固利公

司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能、加强生产管理、加大激励措施以及调整销售政策等多方面的措

施，稳步提高现有产品品质，降低成本，市场份额得到明显提升，有效克服了产品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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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业市场结构变动带来的冲击。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生产、销售创出较好成绩，营业收入

和利润均比上年同期有较大改善，企业在连续两年亏损后实现了扭亏为盈。报告期内，盟固

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25%。 

（4）房地产开发业务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公司所属大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报告

期内主要围绕公司北海项目根据已有条件积极开展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北海项目土地平整工

作顺利进行，已累计回填土方约 200 万立方。在完成部门设立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 大通公

司积极开展北海项目分地块修规报批工作，组织专业设计公司完成了包括地块平面布局、建

筑物立面、平面以及售楼处在内的规划设计方案草稿，完成了部分地块的土地勘察报告，并

进行园林景观设计的前期准备工作。北海项目的土地过户工作正在办理中。报告期内，大通

公司由于全年无其他可售项目，收入和利润均下降明显，全年净利润为-278.03 万元，较上年

同期净利润 7,845.91 万元下降幅度较大。 

5.2 主营业务按行业、地区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1）按行业分类： 

分行业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营业利润

（万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信息及服务 108,701.56 87,893.87 18,989.53 19.14% 19.37% 21.67% 
减少 1.53 个

百分点 

产品销售 65,741.95 48,109.37 14,970.38 26.82% -7.01% 2.90% 
减少 7.04 个

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及

物业管理 
2,727.45 1,148.66 1,353.77 57.89% -93.07% -95.22% 

增加 18.91 个

百分点 

（2）按地区分类： 

地区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北京地区       93,646.72  -17.19 

上海地区       11,055.70  7.20 

东北地区        1,771.76  86.94 

华北地区        2,353.84  24.59 

华东地区        5,122.71  22.06 

华南地区       30,762.20  24.48 

华中地区          773.99  -10.20 

西北地区       33,972.60  -24.87 

西南地区          733.47  -24.74 

小计      180,192.99  -10.88 

公司内各地区分部间相互抵销       -3,022.03  - 

合计      177,170.96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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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原因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青海国安、大

通房地产公司利润下降影响。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李士林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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