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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或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000839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廖小同 

电话 010-65068509、65008037 

传真 010-65061482 

电子信箱 liaoxt@citicguoaninfo.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0 年 

营业收入 2,009,226,899.42 1,771,709,646.27 13.41 2,010,391,99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9,972,758.91 146,254,693.99 16.22 260,219,36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69,576.71 22,645,144.48 45.59 224,174,00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6,596,610.25 267,401,080.72 - -273,350,598.43 

基本每股收益 0.1084 0.0933 16.18 0.1660 

稀释每股收益 0.1084 0.0933 16.18 0.16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2.51 增加 0.42 个百分点 4.49 

项目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资产总额 11,746,066,736.17 10,963,460,640.49 7.14 10,845,024,55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5,789,613,654.14 5,802,826,415.82 -0.23 5,836,509,3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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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012 年末股东总数 143,773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第五个

交易日末（2013 年 3 月 15

日）的股东总数 
14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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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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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6,413,76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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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15,460,74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10,86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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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 10,47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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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10,33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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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 8,023,456 0 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7,595,666 0 0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7,455,778 0 14,8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44 6,87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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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6,41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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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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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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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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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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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3,45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59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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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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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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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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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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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强化各项业务的运营管理，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通过技术进步、产品创新

与科学管理，努力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与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0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41%；实现利润总额 1.6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4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6.2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3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59%。 

1、信息产业 

①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公司继续加大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力度，积极开拓新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同时通过推

动部分有线电视项目的资本运作、参与各地区域网络整合，不断扩大有线电视网络用户规模，

使得公司有线电视业务资产盈利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提高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率，重点推进了江苏省和安徽省各地市下

辖的郊区、县及乡镇地区的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累计新增数字电视用户超过 400 万户。公

司继续加大对现有网络的双向化改造力度，大部分地市级有线网络双向化率已超过 50%。公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1.42% 

财政部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100% 

100% 

社会公众股东 

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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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高清互动电视为核心，搭建和完善新一代高清技术平台，积极推进高清数字电视、云媒

体电视、互动电视、时移电视、3D 电视业务及互联网接入等数字电视增值业务，进一步拓展

有线网络的收益空间。 

同时，公司紧密结合三网融合发展的形势，把握国家政策，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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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创新了云媒体电视等多种形式，以下一代

广播电视网（NGB）为基础，以综合视频、语音、数据等多媒体、全业务服务为途径，为用

户提供融合广播电视、互动电视、电视互联网、多媒体通信和视频增值业务等全媒体服务的

新型数字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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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推动有线电视合营公司的资本化运作，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有线电视领

域的发展规模和盈利能力。公司参与湖北省网整合重组认购武汉塑料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

于 2012 年 11 月顺利完成，武汉塑料已更名为湖北广电，为下一步整合湖北省网有线电视资

源奠定基础。公司投资的江苏省广电网络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正式向证监会上报了 IPO 上市

申请材料，目前该事项已经证监会初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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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 万户，数

字电视用户约 1,860 万户，数字化转换率已达到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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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2 亿元，实现净利润 9.30 亿元，我公司权益利润 2.8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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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联九五公司”）顺应行业政策的

变化，利用长期在增值电信行业中的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大力推动以呼叫中心、企信通为

重点的各项业务的拓展，整合现有资源，着力发展各类行业应用型业务，完善现有业务结构

和经营模式，为多家银行、证券、保险公司以及各类企业客户提供呼叫中心坐席外包业务，

项目收益保持连续稳定增长。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7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2.12%，实现净利润 624.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12%。 

③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公司利用自身资质优势，继续在智能建筑、弱电系统集成、轨道交通等领域推进相关业

务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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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中标了北

京华贸城、辽宁省第十二届全运会图书馆、中关村西区建设、哈尔滨地铁工程项目和长沙轨

道交通信息系统服务项目；在海外业务方面，国安科技公司继续贯彻“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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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拓展海外市场的业务规模，积极推进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通信系统和弱电工程的建设，

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公司在海外业务领域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30 亿元，实现净利润 2,070.6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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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落实盐湖资

源开发业务中原材料储备、新项目建设、产品销售、科研开发等各个关键环节的工作，强化

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同时重点加强了湖区防洪设施工程的建设。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

大了盐田采卤设施的建设力度，采卤量大幅增加，为后续盐田成矿及钾肥扩产奠定了基础。

2012 年，公司新建成年产 30 万吨氯化钾生产线，并于当年年底投料试车成功。碳酸锂生产

方面，公司重点进行了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基本完成了对窑头和窑尾工段的重大

技术改造，在实现了节能降耗的同时，产量也有所提升。公司年产 1 万吨精硼酸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生产线已进入试生产阶段，目前精硼酸生产情况良好。在产品销售方面，青海国安

公司不断扩宽销售渠道，形成稳定的优质客户群，并在售后服务方面得到了客户认可。 

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能源价格、人工成本普遍上涨，

使得盐湖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比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公司新建年产 30 万吨钾肥及盐田扩建等

项目资金需求加大，银行贷款规模较上年同期扩大，财务费用相应增加。上述因素均对青海

国安公司报告期的经营业绩产生了一定影响。2012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1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64.22%，净利润-1.12 亿元，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在对外合作方面，公司与玻利维亚科伊巴萨盐湖资源规划和开发合作项目进展顺利，公

司针对该项目展开了初步调研和可行性论证，并进行了实地采样和分析，同时，公司根据玻

利维亚方面的相关要求，进行了勘探权申办相关的准备工作。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已按照

玻利维亚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了勘探工作前的环评文件手续办理、湖区社区听证

会等相关工作。 

3、高科技新材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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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较大的

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厂家，继续保持在产品技术上、规模上的行业领先地位。报告期内，盟固

利公司不断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改善生产工艺，相继推出的新型钴酸锂产品占据高端市场，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锰酸锂产品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高端电动车品种的开发，相关产品

在市场应用方面取得较大的成效。报告期内，盟固利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完善管理体制、优

化客户群体、调整销售策略等措施在产销量方面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盟固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1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实现净利润 8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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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1.42 %。 

4、房地产开发业务 

在房地产业务方面，公司所属大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信国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完成了北海大冠沙项目的场地平整工作并通过验收。目前项目土地过户工作与

项目的规划设计报批工作正在进行中，园林景观设计招标工作已经完成，并将逐步开展建筑

施工图设计、园林景观方案设计、施工单位招标、监理单位招标、相关各项审批及证照办理

等工作。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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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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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