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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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审议一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以通讯方式表决，全体董事均参加表决。 

1.5 公司董事长罗宁先生、总经理孙璐先生及财务总监李向禹先生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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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0,558,793.93 454,244,470.73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948,361.28 40,368,882.19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223,809.59 34,789,057.07 1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743,589.69 -86,910,744.8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0 0.0257 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0 0.0257 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69 增加 0.0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029,625,204.58 11,954,534,701.86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56,314,769.83 5,785,755,414.7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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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外收支净额 4,724,551.69 — 

合计 4,724,55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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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12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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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10,875,167 0 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0.58 9,050,00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8,32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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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7,781,892 0 0 

卢伟华 境内自然人 0.49 7,613,693 0 0 

宏源证券－建行－宏源 3 号红利成

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5 7,007,000 0 0 

林梅英 境内自然人 0.33 5,19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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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 4,492,17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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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7 4,28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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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875,167 人民币普通股 

李欣 9,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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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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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1,892 人民币普通股 

卢伟华 7,61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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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林梅英 5,19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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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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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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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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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3,693 股；第 8

名股东“林梅英”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4,50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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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票据本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使用票据支付材料、

工程款及票据到期结算影响。 

2、在建工程本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对项目进行技术改

造影响。 

3、应付利息本期末较上年度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预提债务利息增加影响。 

4、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存在可分离债券产生的递

延所得税费用，本期无。 

5、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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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之子

公司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影响。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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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公司本

期收到融资租赁款减少影响。 

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减少影响。 

 

3.2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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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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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信国安有

限公司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遵循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以不低于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作价，向中

信国安拟定的股权激励对象提供1,650万

股中信国安股票作为实行股权激励机制

所需股票的来源。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将

以业绩考核为基础，具体方案将由中信国

安董事会制定，经有关股东方确认和主管

部门批准后实施。该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

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的规

定。 

2006 年 1

月 23 日 
无 无法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中信国安信

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 2010 年以持有的武汉广电数字

网络公司 47%的股权认购武汉塑料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湖北省广

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公

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涉及的非公开发行

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

得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

名为“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

2012 年

11 月 21

日 

12-36 个

月 
部分完成 



公司”)新增股份 49,624,328 股，并承诺其

中 24,812,164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

月，另 24,812,164 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2006 年后,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以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 号）。相关规定中的“股东不得

直接向激励对象赠予（或转让）股份”这一条款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股权激

励的实施相冲突，故该股权激励方案最终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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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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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65 
湖北 

广电 
516,589,254.48 49,624,328.00 12.76 49,624,328.00 12.76 566,298,256.16 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重组

增发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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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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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