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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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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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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本次审议三季报的董事会以通讯方式表决，全体董事均参加表决。 

1.5 公司董事长孙亚雷先生、总经理孙璐先生及财务总监李向禹先生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11,634,508,887.26   11,746,066,736.17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840,253,220.23   5,789,613,654.14   0.87 

股本（股） 1,567,930,541.00 1,567,930,541.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72 3.69 0.87 

 2013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3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438,964,330.41   -8.76 1,356,958,512.38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96,806.89   -62.43 86,094,367.59   -2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093,671.64 -62.98 61,946,762.94 -4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14,582,975.44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 - -0.1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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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3  -62.43 0.0549  -2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3 -62.43 0.0549  -2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减少0.36个

百分点 
1.47 

减少 0.43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18 

减少0.34个

百分点 
1.06 

减少 0.79 个

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股权转让收益 17,969,951.16  - 

营业外收支净额 6,177,653.49   

合计 24,147,604.65 -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9,973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649,39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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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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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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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6,269 人民币普通股 

李欣 8,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证券－建行－宏源 3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181,692 人民币普通股 

卢伟华 8,037,49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361,277 人民币普通股 

林梅英 5,257,15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5,052,44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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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资金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偿还到期债务。 

2、应收票据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本期应收票据

结算影响。 

3、应收账款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本期销售增加

应收账款相应增加影响。 

4、应收股利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受合营企业宣告分配股利影

响。 

5、在建工程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新增在建项目

影响。 

6、商誉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合并范围变化，原商誉金额

改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算。 

7、短期借款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到期债务。 

8、应付票据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应付票据结算影响。 

9、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期末结算

周期变动影响。 

10、应交税费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税金影响。 

11、应付利息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支付到期利息

影响。 

12、应付股利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影响。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公司

17亿可分离债券影响。 

14、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当期所得税费

用增加影响。 

15、其他综合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所持有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

公司销售商品接受劳务费收到的现金增加影响。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处置固定

资产收到的现金减少影响。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

偿还到期债务影响。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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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0030 
中信

证券 
10,035,010.00 3,333,000 0.03% 3,333,000 0.03% 40,962,570.00 

999,90

0.00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发起

人股

份及

增发

股份 

股票 000665 
湖北

广电 
516,589,254.48 49,624,328 12.76% 49,624,328 12.76% 618,744,182.48 0.00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重组

增发

股份 

合计 526,624,264.48 52,957,328 -- 52,957,328 -- 659,706,752.48 
999,90

0.00 
-- --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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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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