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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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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珊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欢琴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42,595,589.17 121,994,245.27 1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25,399.06 4,418,745.83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530,665.31 4,140,587.80 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09,177.39 -25,200,193.99 14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58% 0.01%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80,221,804.92 942,204,327.15 4.03%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4,569,062.50 760,067,502.89 0.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659.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2.21 

所得税影响额 -485.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9.88 

合计 -5,266.25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13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建伟 境内自然人 17.12% 17,130,000 17,130,000 质押 8,150,000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9% 12,600,000 12,600,000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9% 12,600,000 12,600,000   

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 6,300,000 6,300,000   

乌鲁木齐和谐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 6,000,000 6,000,000   

丁守明 境内自然人 1.4% 1,397,030 1,397,030   

陈宇 境内自然人 0.75% 750,000 562,500   

肖冰 境内自然人 0.64% 640,000 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547,065 0   

蔡荣云 境内自然人 0.5% 5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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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丁守明 1,397,030 人民币普通股 1,397,030 

肖冰 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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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547,065 人民币普通股 547,065 

蔡荣云 502,149 人民币普通股 502,149 

马喜军 484,522 人民币普通股 484,52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484,522 人民币普通股 484,522 

上海真丝商厦有限公司 440,102 人民币普通股 440,102 

李蓓 323,701 人民币普通股 323,701 

林国生 230,160 人民币普通股 230,1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先生与乌鲁木齐和谐安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肖冰先生为深圳市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公司股东、副董事长陈宇为深圳国

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董事长；除此之外，前 10 名其余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形； 

（2）对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其他应收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384.72万元，比期初数下降32.87%，主要原因是一季度收

到出口退税款所致。 

2、在建工程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30万元，比期初数增长84.16%，主要原因是支付光明工业

园工程款所致。 

3、预收款项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28.86万元，比期初数增长62.16%，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

和而泰智能控制国际有限公司预收货款所致。 

4、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09.0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6.37%，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因当期免抵税额较上年同期下降87.66%，导致应缴城建税同比下降87.78%；应缴教育费附加同比下降

87.93%；应缴地方教育附加同比下降87.53%。 

5、财务费用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28.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4.9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

息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汇兑损失同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7.8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2.37%，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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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补助款所致。 

7、少数股东损益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盈利较上年同期增加41.44万元所致。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2.89%，

主要原因是加大了应收帐款的催收力度，销售回款较上年同期增长16.51%；另外，报告期内收到出口退税

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258.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8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442.9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8.1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授信、借款、承兑合同  

(1)2012年4月26日，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2012年深高新企综

额字001号《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本公司提供授信额度，

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80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不超过3000万，贷款需受托支付，受托支付触发金

额为500万元，授信用于采购原材料。期限自2012年4月26日至2013年4月26日，适用于人民币贷款和汇票

承兑业务。 

依据该合同，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3年深高新企业综承字

015号的《承兑申请书》，并于2013年01月28日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共39张。其中，期限自2013年1月

28日至2013年7月28日35张，票面总额为人民币4,491,504.60元；期限自2013年01月28日至2013年4月28日，

票面总额为人民币1,205,427.68元。 

(2)2012年9月28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BC2012092900001066的《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000

万元的授信总额度。合同有效期间自2012年9月28日至2013年9月28日。 

依据该合同，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C1779172013880198的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并于2013年02月28日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43张。其中，期限自2013年

02月28日至2013年08月28日，票面总额为人民币7,929,306.03元；期限自2013年02月28日至2013年05月28

日，票面总额为人民币1,461,401.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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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3年01月21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10201312070的《授信

额度合同》。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0万元的授信总额度，其中流

动资金借款额度为人民币8,000万元；银行承兑额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国内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5,000万元；国内信用证额度为人民币10,000万元。合同有效期间自2013年01月21日至2014年01月20日 

依据该合同，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YCD2013C03-1《银行承兑协议》，

并于2013年03月31日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30张，期限自2013年03月31日至2013年09月29日，票面总额

为人民币5,125,91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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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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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刘建伟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008 年 6

月 25 日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深圳力合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009 年 2

月 16 日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深圳市达晨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009 年 2

月 16 日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乌鲁木齐和

谐安泰股权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008 年 6

月 25 日 

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陈宇 

作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分别承诺，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2008 年 6

月 25 日 
持续进行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刘建伟 

作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分别承诺，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2008 年 6

月 25 日 
持续进行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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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伟 

1）本人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

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2）在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本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

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

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

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

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3）如因国

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如有）所充实的业务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

时，则本人将在发行人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

述业务或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

述业务；如发行人进一步要求，发行人并享有上述业

务在同等条件下的有限受让权；4）本人如违反上述承

诺，则发行人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要求本人履行上

述承诺，并赔偿因此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损失；本人

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发行人所有。 

2008 年 7

月 16 日 
持续进行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及持股 5%以上股东对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严格遵守承诺，没有发生违反承诺

的情况发生。 

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 至 3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556.84 至 2,023.89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556.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凭借产品和技术的突出优势，使得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六、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建伟 

201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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