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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ST 磁卡最困难的时候，中信传媒重组环球磁卡集团的消

息给 S*ST 磁卡带来了希望。但是环球磁卡集团包袱沉重，近

40 家子公司经营难以为继，相关员工的处置问题等待解决。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暨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

1979 年 10 月创办，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中信传媒”主要从“内容创新性”和“渠道网络化”两个方

面开拓和发展。现已规划：金融、投资、网络、电影、电视、

出版、地铁和广告等八个业务板块，从文化产业链上构架了“多

媒体规模投资、多品牌集群发展、多渠道推广促进、多环节增

值营收”的投资运营体系。 

 重组成功与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重组失败，公司很难

在短期内再次重组，退市风险非常大。 

 S*ST 磁卡的重组牵涉到整个环球磁卡集团，从进程缓慢的程度

中可以想象其重组难度之大，建议谨慎的投资者回避对该股的

投资，由于公司重组的不确定性较大，我们不予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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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中信集团中信文化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就授权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中

信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合作开展前期工作，于 2006 年 8 月 20
日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的初步意向，同时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信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就投资重组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公

司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的初步意向。 

中信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将以现金方式投入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

公司，并可绝对控股天津环球磁卡集团有限公司，其中第一笔资金 6.38
亿元用于向 S*ST 磁卡提供财务支持。 

在 S*ST 磁卡最困难的时候，中信传媒重组环球磁卡集团的消息给 S*ST
磁卡带来了希望。但是环球磁卡集团包袱沉重，近 40 家子公司经营难

以为继，相关员工的处置问题等待解决，重组能否成功，S*ST 磁卡最

终能够获得多少支持呢？ 

1.重组方  改革开放的先驱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 1979 年 10 月创办，是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中信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经营

管理机构。中信集团的主要经营业务在金融业、房地产开发、信息产业、

基础设施、实业投资和其它服务业领域。2004 年底中信集团总资产为

7000 多亿人民币，现有 40 多家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在香港、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设立了子公司；在日本、美国、欧洲设立了代表处。 

中信集团控制的主要知名企业包括：中信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中

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嘉华银行、中信泰富集团、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网络有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亚洲卫星控股公司、信诚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中信文化传媒集团、中信国安足球俱乐部等。 

2.中信传媒简介 

中信文化传媒集团暨原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2 月 16
日注册成立，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及中国天平经济文化有限公司投资控

股的大型文化传媒产业投资集团，中信集团为“中信传媒”最大的投资

股东。“中信传媒”总部设在北京，在香港设立了对外融投资机构——

中信文化传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请参阅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未经渤海证券同意，不得抄袭或剪辑本文资料。 2



S*ST磁卡（600800）调研报告                               

“中信传媒”主要从“内容创新性”和“渠道网络化”两个方面开拓和

发展。现已规划：金融、投资、网络、电影、电视、出版、地铁和广告

等八个业务板块，从文化产业链上构架了“多媒体规模投资、多品牌集

群发展、多渠道推广促进、多环节增值营收”的投资运营体系。 

3.传媒巨头  成果骄人 

“中信传媒”投资控股的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在 2002 年－2003
年投资拍摄了 9 部电影、25 部（713 集）电视剧、22 部电视电影。其

中第一部电影《和你在一起》获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

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电影《茉莉花开》获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评委会大奖；电影《云的南方》获柏林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网络奖”；

电影《旅程》获 2004 年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特别关注奖”；电影

《玉观音》获意大利威洛纳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大奖”。2004～2005
年，“世纪英雄”又投拍了《吴清源》、《看上去很美》、《鸳鸯•蝴蝶》、

《十三月》等 4 部电影。 

“世纪英雄”投资拍摄的电视剧有：《汉武大帝》、《大宅门》（续）、《荆

轲》、《江山风雨情》、《至尊红颜》、《风云》、《苦菜花》、《买办之家》、

《众里寻她千百度》、《七日》、《老屋》、《让爱等待》、《铁血青春》、《绝

对计划》、《热血痴心》、《和你在一起》等。2005 年开拍了著名作家海

岩签约后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河流如血》。 

“中信传媒”和“世纪英雄”先后签约成立了“中国音像协会•中信文

化剧本中心”、“田壮壮影视工作室”、“黄建新影视工作室”、“陈国星影

视工作室”、“海岩影视工作室”、“池莉影视工作室”等影视业领军人物

的工作机构。 

“中信传媒”与有关单位合作投资经营了 3 份报纸：《华夏时报》、《环

球华报》和《中国电影报》；合作投资经营了 3 本杂志：《新电影》、《中

国摄影家》和《D 壹周》。 

“中信传媒”所属北京世纪英雄视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首发欧美顶尖乐

队“林肯公园”的天碟《流星圣殿》，先后推出瞿颖、天堂乐队、王筝、

曹芳、赵明、刘婕等新曲专辑。 

“中信传媒”投资控股的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发展有限公司现有 30 多家

跨省电影院，在全国电影院线经营规模中居前 10 位。 

“中信传媒”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合作开发经营城市地铁系统内的广告媒体、报刊分销网以及娱乐销售终

端。现已在北京地铁成功发行的直投媒体《D 壹周》。现正筹办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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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系统内发行的直投媒体《北京地铁》。 

“中信传媒”正在筹建“第一娱乐网站”（北京第一元素互联网娱乐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托“中信传媒”的内容资源和中信集团的网络资

源两大平台，开发和整合娱乐信息服务业务。 

4.传媒业巨头 

中信集团组建“中信信息产业集团”的投资战略极大提升了“中信传媒”

的产业优势。中信集团现已投资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信息网络运营系统

包括：卫星通讯、有线电视、宽带网、光缆主干网、光缆城域网等。在

“内容需求和增值服务”的产业链方面，将与“中信传媒”发挥产业和

资源的整合效应。 

2005 年以来，“中信传媒”在投资和经营文化传媒娱乐业务的基础上，

根据中信集团和“中信传媒”董事会的要求，将投资发展的重点转为开

展金融服务业务；投资收购、兼并重组文化领域的企业和投资项目，建

立和完善文化传媒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品牌、内容、网络、资源和投资一体化的经营态势，从整体上提高了“中

信传媒”的行业和市场竞争力，中信传媒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媒行

娱乐业的巨头。3G、数字电视等电子信息行业发展的重头戏需要传媒

行业在内容及服务方面的支持，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领军人物呼之欲

出。收购天津磁卡集团符合“中信传媒”投资建立和完善产业链的发展

策略，但重组成本、文化整合等问题是“中信传媒”不得不考虑的，重

组进程缓慢是否因为这些原因呢？ 

5.重组展望 

“中信传媒”收购天津磁卡集团后，会对天津磁卡集团进行大规模重组

整合资产扩大自身产业链，天津磁卡现有的高档防伪印刷适合进入“中

信传媒”的核心业务，但以天津磁卡该业务的规模，“中信传媒”的出

价会是多少呢？ 

S*ST 磁卡自 1999 年开始，为解决集团公司 38 家企业经营问题，不断

借债致使财务负担日趋加重，截至 2005 年底，股份公司银行贷款逾期

165,966.16 万元，欠息 24,647.9 万元，截至 2006 年三季度资产负债率

高达 81.53%，在重组框架方案中未对该部分贷款偿还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2006 年三季度公司的总资产为 296,403.8 万元，每股净资产 1.01 元，

高额的逾期贷款使得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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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 磁卡 11 月初公告，已于 10 月 31 日前收回非经营性占用 6.38 亿

元。中证报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该笔 6.38 亿元并非来自中信传媒，

而由天津市政府通过有关部门安排垫付。据接近中信传媒的有关人士表

示，除了谈判分歧因素，中信传媒及中信集团考虑到重组的前景并不明

确，因此对资金的投入相当谨慎。中信集团作为一家市场化运作的国有

企业，必然充分考虑重组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如果出现巨大的不确定

性，或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退出重组也属正常。 

6.风险因素分析 

重组成功与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重组失败，公司很难在短期内

再次重组，退市风险非常大。 

7.投资建议 

S*ST 磁卡的重组牵涉到整个环球磁卡集团，从进程缓慢的程度中可以

想象其重组难度之大，建议谨慎的投资者回避对该股的投资，由于公司

重组的不确定性较大，我们不予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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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证券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1、强烈推荐：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超越大盘 15%以上； 
2、推    荐：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超越大盘 5%～15%之间；  
3、中    性：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波动在-5%～5%之间；  
4、回    避：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落后大盘 5%~15%之间；  
5、强烈回避：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落后大盘 15%以上。 
 
 
 
 
渤海证券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1、 看好：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大盘； 
2、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大盘持平； 
3、 看淡：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大盘。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料，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不作任何保证，不保证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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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并不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不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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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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