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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2-043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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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黎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燕芳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孙晓燕女士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754,942,037.04 752,406,555.94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315,622,664.88 300,927,624.16 4.88% 

股本（股） 134,400,000.00 134,4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35 2.24 4.91%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73,721,655.90 61.77% 422,945,317.35 4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3,695,667.79 194.54% 14,695,040.72 2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70,773,461.57 -85.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53 -8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194.54% 0.11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194.54% 0.11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0.79% 4.77% 1.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 0.77% 4.71% 1.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654.7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1,131,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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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779,747.77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70.7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53,840.89  

所得税影响额 -65,571.51  

合计 181,479.51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83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 35,370,720 人民币普通股 35,370,720 

胡黎明 7,967,680 人民币普通股 7,967,680 

叶传林 662,164 人民币普通股 662,164 

陶勇 543,286 人民币普通股 543,286 

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529,850 人民币普通股 529,850 

刘翔 4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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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栩吉 4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000 

梁凯 3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8,700 

国寿永诚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中国银行 
3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4,200 

湖南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光大银行 
34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8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胡黎明先生直接持有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1%，为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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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71.35%，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支付货款、工程款及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150.25%，主要原因系公司预付的房款。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95.64%，主要原因系公司扩大销售规模，履约保证金和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4、固定资产较期初增长100.40%，主要原因系浦江园区22号楼投入使用，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减少50.32%，主要原因系母公司的坏账准备较期初减少，相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6、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长34.08%，主要原因系公司扩大销售规模，业务量增加，收取的分包商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证金增

加所致。 

7、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45.81%，主要原因系本期母公司工程完工量增长及子公司收入规模增长所致。 

8、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46.4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增长，相应营业成本增加。 

9、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31.06%，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较去年增长所致 

10、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102.72%，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拓展外地区销售业务所致。 

11、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34.79%，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大力发展华东以外区域管理中心建设，相应人员成本等费用投

入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101.73%，原因系本期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利息支出相应增加。 

13、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355.05%，主要原因系本期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4、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65.05%，主要系联营公司本年净利润有较大增长，相应计提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5、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59.15%，主要原因系本期科研项目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85.64%，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支付的采购及分包款较多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52.60%，主要原因系本期对联营公司增加外投资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44.73%，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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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遵循合同条款正常履行。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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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2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1,700 至 2,500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96,040.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2 年，公司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和定位，完成了资源优化与整合，实

现了由“智能建筑集成商”向“智慧城市服务商”的发展转型，显示出了

强劲的驱动力。今年以来，公司经营业绩保持持续快速发展，较 2011 年有

了显著提升，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建立并完善了覆盖全国的销售与服务网

络。公司结合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市场布局，在全国建立了六大区域中心，

坚持“属地化管理”和“本地化服务”这两项区域经营管理方针，同时，

建立健全了“执行”与“监督”双管齐下的工程项目质量保障机制，使销

售业绩与服务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同步提升；二是形成

了多专业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与综合优势。公司通过收购兼并

方式，组建了以智能为龙头，以软件研发与系统集成为平台，集机电、消

防、影音、节能等多专业齐头并进的“联合舰队”，显著提升了企业核心竞

争力，并有效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进一步带动了智慧城市产业相关产品

的销售业绩；三是各细分市场的不断开拓和持续深入取得了突出成果。随

着市场的不断开拓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公司承接项目的规模和体

量不断增大，服务对象的能级持续提升，服务领域已拓展至包括智慧交通、

绿色医院、高端展览展示中心、智慧城市综合体等新兴领域在内的行业各

大细分市场，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树立了行业良

好的品牌形象，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四是咨询业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公

司组建并依托一支由海内外高端人才所构成专业咨询团队，形成了以全过

程咨询服务为引领的发展模式，围绕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承接了多项重大

建设项目，有效提升了业绩。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7

月 13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东兴证券 

谈论的主要内容是公司经营管理情况，主要产品市场需求

情况，主要产品竞争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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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08

月 30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宝盈基金 

谈论的主要内容是公司市场规模，行业特点以及公司未来

的战略定位。 

2012 年 09

月 11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农银汇理，彤

源投资，华泰资产，申万

菱信，海富通。 

谈论的主要内容是建筑节能的行业前景，公司向智慧城市

转型的推进情况以及同公司发展相匹配的人才团队培养情

况。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董事长（签署）：    胡黎明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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