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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４９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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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０００８３９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司增辉

权博

姓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１号国安大厦五层

电话
电子信箱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１号国安大厦五层

（
０１０）６５００８０３７

（
０１０）６５００８０３７

ｓｉｚｈ＠ｃｉｔｉｃｇｕｏａ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ｑｕａｎｂｏ＠ｃｉｔｉｃｇｕｏａ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１，６０８，７３２，２２７．５９

１，９１０，５２０，６５９．３２

１５６，０１７，１０１．３９

－３７７，００１．７６

－６６，１３７，０７２．３１

－６３，１６８，４１１．０３

－１９１，５５０，７８２．９４

－３５８，３２８，３８２．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０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７％

－０．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５．８０％

增加１．６８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１７，３１６，０５２，３７４．５４

１７，５８９，５７０，８２８．８４

－１．５６％

９，２６５，９８０，３８６．９３

９，２２２，８５５，２２１．０４

０．４７％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３６，５２８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信国安有限
其他
公司

持股比例

３６．４４％

持股数量

１，４２８，４８８，３４５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１．１２％

４３，７１１，１２３

０

中信建投证券
国有法人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９５％

３７，４１７，４９４

０

浙江大华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发展有限公司

０．６４％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武晓琨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０，８９７，１２２

０

王皓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９，４２１，１９１

０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６，８５５，６６５

０

珠海横琴荣成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贸易有限公司

０．１７％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０

吴剑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６，３００，０００

０

郭钢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６，１２５，０００

０

数量

质押

１，４１９，４１０，
０００

冻结

１，４２８，４８８，
３４５

０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姚建平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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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第４名股东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保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份２５，０００，０００股；第５名股东武晓琨通过“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份１０，８９７，１２２股；第７名股东姚建平通过“
恒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份６，８５５，６６５股；第９名
（
如有）
股东吴剑英通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公司
股份６，３００，０００股；第１０股东郭钢通过“
国泰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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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００股。

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１０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在强化现有业务运
营管理基础上，继续坚持以“
突出主业、专业发展”为原则，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积极拓展上下
游产业布局，推进公司在有线电视网络和互联网基础上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
的研发与合作，并根据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调整产业布局，推进战略转型，加强资
产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保持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６．０９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５６亿元，同比
扭亏为盈， 主要由于本报告期内子公司转让盟固利新材料股权及出售部分江苏有线股票产
生投资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６１３．７１万元，主要由于
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业务权益利润下降，有线电视创新业务处于投入期，尚未形成收益。
（
一）信息产业
１、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有线电视业务方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不断加强对有线电视项目的管理力
度，着力提高管理水平，提升自身竞争力，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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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４，２３３万户， 数字电视用户３，８７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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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７４．０７亿元，实现净利润３．６１亿元，公司权益利
润０．１７亿元。
同时，公司充分挖掘广电网络资源潜力，不断提高自身运营能力，加大创新和整合力度，
积极开发新业务，以应对广电行业５Ｇ时代的新挑战，抓住广电行业发展的新机遇。 报告期内，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基于前期探索和运营的经验， 不断调整并确定了定位
于大屏生态融合服务提供商的“
聚大屏、融百业、打造无界·生态”发展战略，融合各类业态与
大屏的交集，积极探索重塑渠道、内容和运营价值。 截至目前，国安广视按照“
控速增效”的总
体思路调整运营架构，不断强化运营管理，通过北京、河北、湖北、湖南、广东、云南、合肥７个
大区项目建设，业务覆盖用户已超过９４０万户。 报告期内，国安广视积极探索跨地区、跨网络、
跨运营商的经营思路，在聚合多方合作伙伴的基础上，梳理并重新构建了视频、广告、电商、
集客、人工智能和导流等六大产品体系，完成新型电商与广告等创新业务平台的建设，逐步
开展大屏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工作。 国安广视持续加大运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业务
的落地实施，并开始取得阶段性进展。 同时，国安广视重视中信体系内协同工作，已经与多家
公司开展业务协同工作，共同打造各类产品服务和大屏生态衍生服务。
报告期内，国安广视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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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优化业务结构与业务均衡性，
形成以金融业务为主导，运营商业务、互联网业务、创新业务共同发展的四大业务运营中心，
在线运营项目超百个。 鸿联九五对招聘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大力发展校企合作模式，保证人
力资源供给。 随着企业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鸿联九五加强内部信息系统建设，对公司的
经营管理、效能提升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力求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鸿联九五与优质互
联网公司合作，积极探索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公司业务发展中的融合应用，以降低运营
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拓宽业务范围。
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实现营业收入１２．６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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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和新兴技术不断
变化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市场局面，重新规划了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安科技已确
定将智能建筑集成、系统集成与软件开发、智能产品和海外工程四个板块作为公司的业务发
展方向，并重点在物联网、５Ｇ网络、新材料领域、低空安防领域、公共资源再利用领域和海外
工程领域寻求突破。
报告期内，国安科技实现营业收入２．１２亿元。
（
二）房地产业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冰轮转债”赎回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
１、“
冰轮转债”赎回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２、“
冰轮转债”赎回价格：１００．３０元／张（
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０．４％，且当期利息
３、“
含税）。
公司）资金到账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４、发行人（
５、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冰轮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６、“
冰轮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
７、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
“
冰轮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冰轮转债”持有人持有的“
冰轮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
８、“
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
冰轮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
大差异，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如果投资者不能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之前自行完
成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１、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
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８〕１９６８号）核准，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冰轮转债”），每张面值１００元，发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公开发行了５０９．１３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行总额５０，９１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１日，“
冰轮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于２０１９年７
月１８日起进入转股期。 根据《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Ａ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简称“
《
募集说明书》”），冰轮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５．５２元／股。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 冰轮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５．４７元／股，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冰轮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含１３０％），已经触发《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

公司代码：６００７３９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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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方面，加快推进室内装修和园林工程施工；手续办理方面，取得了部分
楼盘的预售证；项目拓展方面，完成海南项目后期整体概念规划，概念规划方案涉及项目酒
店、体育公园用地等，并结合一期开发住宅用地全盘考量，统筹规划。
三）基金公司业务
（
报告期内， 公司所属西藏国安睿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方面做好前期已经投资项目的
投后工作。 国安睿博目前已完成设立国安睿威、国安精进、国安方德三支基金，认缴规模、实
缴规模均超过３０亿元。 其中，国安睿威基金为投资奇虎３６０私有化项目的专项基金，上市完成
后基金持有三六零科技（
６０１３６０）股份数为２．８４亿股。 ３６０金融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国纳斯
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国安睿博通过国安睿威间接持有３６０金融８１１．３４４万普通Ａ类股，折合
４０５．６７２万ＡＤＳ。 国安精进基金投资的铂力特、西部超导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科创板首批挂牌上
市，世纪空间已获得科创板上市委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次审议会议通过，目前尚在提交注册阶段。
四）下半年工作计划
（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按照“
突出主业、专业发展”的原则，在扎实开展当前主营业务的基
础上，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整合优势资源，增强创新驱动力，以创新、融合、开放的理念，推动
公司转型发展。
国安广视致力成为领先的大屏生态融合服务提供商，将继续秉持“
聚大屏、融百业、无界
生态”发展战略，落实以整合创新为基础的强运营思维，通过线上与线下、大屏与小屏、室内
与户外多渠道用户引流和共享，融合可产生交集的业态，突破传统电视大屏的生态边界，逐
步实现视频、广告、电商、集客、人工智能、导流共六大产品体系的落地，重点发力电商、广告、
集客业务，推动上述项目落地并在年内产生稳定收入，并力争实现可复制的长期性业务收入
模式。 同时，国安广视将进一步强化绩效考核力度，采取多种激励约束措施，打造务实、高效、
专业的团队，树立强管理、强运营和强整合的理念，深化与合作伙伴创新共赢的商业模式，继
续推进向领先的大屏生态融合服务提供商和大屏互联网增值服务运营平台型公司转型工
作；鸿联九五保持在增值电信业务收入规模和市场份额方面稳步提高；国安科技完成未来主
营业务的发展方向规划，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将根据主营业务发展需要，继续调
整优化资产结构，择机对非主营业务进行存量资产变现，进一步聚焦核心主营业务，提高创
新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机制，推动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上述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市场
情况、公司运营等内外部因素，经营计划的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①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
知》（
财会［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２０１９］６号），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发布的《
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８］１５号）同时废止。 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以下修订：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将“
应
资产负债表，将“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②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修订）》、《
企业
会计准则第２３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一套期会计（
修订）》及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
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
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
１）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２）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混
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
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
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
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 “
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
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
含
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即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２０１９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 本公司未对比较
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序号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

项目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一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７３２，１４１，６３２．３３

－１，７３２，１４１，６３２．３３

１，７３２，１４１，６３２．３３

－１，７３２，１４１，６３２．３３

１、

以成本计量的可供 出售
金融资产

二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
金融资产

三、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四、

递延所得税负债

五、

其他综合收益

六、

未分配利润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种类

１，６６１，９７３，７３２．３３

８２，３０７，９００．００

１，７４４，２８１，６３２．３３

７０，１６７，９００．００

５３，９９９，３４６．９０

１２４，１６７，２４６．９０

２２３，４５０，８５０．８１

１４，８９０，５３６．７３

２３８，３４１，３８７．５４

４５５，１７５，６９９．３０

８０，８８９，５７１．７７

５３６，０６５，２７１．０７

２，９９７，１５３，９９３．３６

４０，４９９，５１０．１７

３，０３７，６５３，５０３．５３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５０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部分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获悉， 控股股东中信
国安有限公司（
简称“
国安有限”）所持有本公司股份部分解除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所持股份部分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所持股份本次部分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序
号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１

中信国安有
限公司

是

解除
冻结股数
１８９０７８３４５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股

股票代码

辽宁成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变更前股票简称

６００７３９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占洋

刘通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５１２７３１

０４１１一８２５１２６１８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７１号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７１号

电子信箱

ｌｎｃｄ＠ｃｈｅｎｇｄａ．ｃｏｍ．ｃｎ

ｌｉｕ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ａ．ｃｏｍ．ｃｎ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３７，２２３，３８４，７１７．８９

３５，７８６，７０９，４５７．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２１，１９８，１８５，１５５．７０

２０，２７０，２０３，１２９．０２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上年同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上年度末

４．０１
４．５８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１５０，３７５，６１９．７５

－１０８，６３７，０５４．８９

８，９４６，７０４，２９７．４６

９，１２１，９７１，３２４．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７５４，４８１，８４７．６７

４５４，０８４，３３５．０６

６６．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１０，１３６，８９３．０１

３４１，８７０，５８１．１２

１０７．７２

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２

３．６３

２．２５

增加１．３８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４９３２

０．２９６８

６６．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４９３２

０．２９６８

６６．１７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７０，８５９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１１

１６９，８８９，０３９

０ 无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８．０６

１２３，２７３，１１９

０ 质押

１２３，２７３，１００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５．１８

７９，２７２，７７４

０ 质押

７９，２２７，３８９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０

４．２５

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新华人 寿保险 股份 有限公 司－ 分
其他
红－团体分红－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沪

４．１８

６３，９００，１１６

０ 无

０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前海开
其他
源战略６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６６

５５，９４８，５３２

０ 无

０

前海开源基金－建设银行－前海开
其他
源定增３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２６

４９，８７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广东粤 财信托 有限 公司－粤 财 信
托·腾鑫１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其他
托计划

２．２５

３４，４００，０７８

０ 无

０

广州腾昱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其他
伙）

１．９０

２９，０２４，００４

０ 无

０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前海开
其他
源战略７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５

２５，２６６，９２６

０ 无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冻结起始日
期

冻结解除日
期

执行机关

本次解除冻
结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２０１９－３－１４

２０１９－８－２９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

１３．２４％

２、股东股份解除冻结及累计被质押、被冻结的情况
上述控股股东国安有限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曾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被裁定冻结，公司曾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发布了
该笔股份冻结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９－１０）。 近日公司接到国安有限通知，上述部分股份现已解除
冻结， 并于近日收到解除该笔冻结的相关司法文件 （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９）京０４民初１７７号之二）。
上述司法冻结解除后，轮候冻结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国安有限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１，
４２８，４８８，３４５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３６．４４％；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１，４１９，
４１０，００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３６．２１％；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１，４２８，
４８８，３４５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３６．４４％；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数量为１，４２８，
４８８，３４５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３６．４４％。
二、股份解除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１、本公司与国安有限及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截至目前， 上述控股股东所持股份部分解除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控制权产生直
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２、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９）京０４民初１７７号之二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简称

币种：人民币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辽宁成大股份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１８
年 公 开 发 行 公 １８成大０１
司债券 （
第一
期）

１４３４５８．ＳＨ

２０１８－０１－２６

２０２３－０１－２６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５

辽宁成大股份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１９
年 公 开 发 行 公 １９成大０１
司债券 （
第一
期）

１５５２８８．ＳＨ

２０１９－０４－０３

２０２２－０４－０８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

利率（
％）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度末
３９．５２

本报告期（
１－６月）
ＥＢＩＴＤＡ利息保障倍数

３９．６０
上年同期

４．５３

３．３７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稳健经营，坚定实施“
医药医疗健康产业与金融投资”双轮
驱动的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医药医疗产业发展，总体看，公司经营保持平稳，发展势头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８９．４７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８．８４亿元。
１、医药医疗
（
１）生物制药
成大生物坚持以质量为核心，狠抓生产与质量管理，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为缓解市场供
需矛盾、维护国家疫苗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严守质量生命线，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顺利
通过国际药品检查合作计划（
ＰＩＣ／Ｓ ）再认证，标志着公司质量体系持续获得全球接近５０个
ＰＩＣ／Ｓ 成员国的认可，为全力推进ＷＨＯ预认证打下坚实基础。
在销售方面，优化市场营销布局，适时调整营销策略，以保障国内市场销售为主，兼顾国
外重点市场。
在研发方面，按照研发管线布局，继续充实专业化力量，增加研发投入，按期推进研发工
作。 北京研发中心以及本溪生产基地改扩建工作按期推进。
（
２）医药流通
成大方圆坚持以效益为中心，努力提高运营质量，组织完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提升
战略执行力。 零售连锁加强运营管理，不断强化会员管理，经营业绩得到明显提升。 努力提高
门店运营质量，持续优化门店网络，不断强化品类管理，加大采购谈判力度，采购成本进一步
降低；加强精细化管理，努力控制各项费用支出。 通过精心准备，密切配合，零售连锁一次性
通过ＧＳＰ认证。
（
３）医疗服务
成大医疗正在进行专科医院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其下属合资公司积极布局二代高通量
肿瘤基因测序领域，并已在东北地区开展业务。
报告期内，医药医疗板块实现销售收入２２．０４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４．２３亿元。
２、金融投资
（
１）广发证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４１．４亿元，归属公司的投资收益
６．８亿元。
（
２）中华保险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７．８６亿元，归属公司的投资收益
１．５４亿元。
贸易）
３、供应链服务（
纺织品出口贸易积极应对出口形势的不利影响，采取有力措施，经营业绩明显改善。 大
宗商品贸易高度重视风险防范，以制度流程建设为重点，努力提升管理能力与水平，积极拓
展业务，经营质量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供应链服务（
贸易）板块实现销售收入６６．４１亿元，利润总额３，８３６万元。
４、能源开发
新疆宝明狠抓生产组织管理，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保证供矿质量，逐步提升油品产
量。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进一步健全管理体系与相关制度。

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８
可转债简称：冰轮转债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冰轮转债赎回实施的第二次公告
赎回条款。
关于提前赎回“
冰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公司召开董事会２０１９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轮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
冰轮转债”有条件赎回权，对赎回日前一交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
冰轮转债”进行全部赎回。
２、赎回条款
《
募集说明书》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１３０％（
含１３０％）；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３，０００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ＩＡ：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ｉ：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算头不算
ｔ：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换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报告期内，能源开发板块实现销售收入９，５１５万元，利润总额－１８，９６５万元。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４１（
１）。
３．３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尚书志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３８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股票简况

单位：元

（
２）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１１
可转债代码：１２７００９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债券名称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３９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辽宁成大

含息税）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１、赎回价格（
根据《
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
冰轮转债”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３０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ＩＡ＝Ｂ×ｉ×ｔ／３６５，其中： 计息天数：从上一个付息日（
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４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算头不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２７４天（
尾）。
当期利息ＩＡ＝Ｂ×ｉ×ｔ／３６５＝１００×０．４％×２７４／３６５＝０．３０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１００．３０元／张
对于持有“
冰轮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
等兑付派发机构按２０％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
为１００．２４元；对于持有“
冰轮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
ＱＦＩＩ和ＲＱＦＩＩ），根据《
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８〕１０８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３０元；对于持有“
冰轮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１００．３０元，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２、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
冰轮转债”持有人。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
３、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
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在中国证
１）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５个交易日内（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
冰轮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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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在公司会议室以传
真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 公司董事９名，出席会议董事９名，会议内容同时通知了公司监事。 会
议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临２０１９－０３９）。
表决结果：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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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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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颁布修订的《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及《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相关会计核算
及报表列报进行的变更和调整。 本次会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财务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颁布了 《
知》（
财会〔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９〕６号），对《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订，修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对《
订后的准则自２０１９ 年６ 月１０ 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对《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准则自２０１９ 年６ 月１７ 日起施行。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１、 公司按照财政部 《
〔
２０１９〕６号）通知中对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披露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披露项目进行了修订。
根据修订后的《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及以后的财务报表时，适用新的
财务报表格式，本期主要变更项目包括：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两个项
（
１）资产负债表中“
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工具
（
２）利润表新增“
确认和计量》（
财会［
２０１７］７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公司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
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 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企业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
２、根据修订后的《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企业对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自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期间，未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规定，企业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本
３、根据修订后的《
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企业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
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期间，未
发生债务重组业务。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依照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
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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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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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九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并作出决
公司法》
议。 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武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１、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３、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保证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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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临２０１９－０３９）。
表决结果：同意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冰轮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赎回日前一
（
２）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为“
冰轮转债”。 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起，“
冰轮转债”
交易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
冰轮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
公司）资金到账日。
３）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为发行人（
冰轮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
冰轮转债”赎回
（
４）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为赎回款到达“
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冰轮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
５）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７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４、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０５３５－６６９７０７５
传真电话：０５３５－６２４３５５８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冰轮转债”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冰
１、“
轮转债”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冰轮转债”自赎回日（
２、“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３、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
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的当期
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１、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Ａ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