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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延华智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17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星

张膑

电话

021-61818686*309

021-61818686*309

传真

021-61818696

021-61818696

电子信箱

yanhua_sh@126.com

yanhua_sh@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602,283,997.35

478,435,358.16

25.89%

389,358,581.04

17,562,165.47

-9,396,040.01

286.91%

15,840,212.66

16,591,866.54

-10,253,316.47

261.82%

15,348,739.83

54,390,196.70

35,876,589.65

51.6%

-39,080,06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285.71%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285.71%

0.17

5.67%

-3.07%

8.74%

5.32%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831,281,604.90

752,406,555.94

10.48%

519,740,36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8,216,719.33

300,927,624.16

5.75%

310,323,664.17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19,573

日末股东总数

18,66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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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2% 35,370,720

胡黎明

境内自然人

23.71% 31,870,72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件的股份数量

7,967,680 质押

0.51%

688,364

688,364

陶勇

境内自然人

0.40%

543,286

543,286

李明雅

境内自然人

0.27%

360,000

360,000

周莉萍

境内自然人

0.22%

290,000

290,000

刘建光

境内自然人

0.21%

282,880

282,880

王露霞

境内自然人

0.2%

267,599

267,599

谭慧红

境内自然人

0.19%

255,485

255,485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7%

230,000

230,0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份状态

数量

35,370,72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户信用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25,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除胡
黎明先生是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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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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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行业发展趋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方式”，其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同时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
“十二五”规划中也指出，要推进以数字中心为总目标的数字城市建设，计划到“十二五”末完成全国地市级和有条件县级
市的数字城市建设，力争到“十二五”末建成较为完备的数字中国。同时，《“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
明确把“节能环保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
2012 年 11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
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文件，于即日开始试点城市申报。国家政策的
引导，推进了智慧城市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大力发展。
智慧城市产业，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应用的传统信息服务业智慧化和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产业，它以重大技术突
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是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能耗少、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智慧城市建设是多个垂直行业和细分市场的智能系统联动并形成的一个智慧的大系统。因此，智慧城市将推动各个纵向
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发展，推动以服务金融、商务、企业、政府机构、医疗卫生、博览园区等方面为目标客户的传统信息服
务业的发展和提升。
智慧城市建设对智慧城市产业具有关联效应和催化效应。建设智慧城市需要海量的智慧基础设施、智慧产品、智慧技术
和智慧设备，由此将形成市场大、范围广、关联多、链条长的产业链和产业群，更能够进一步催生出一大批新的智慧产业。
发展智慧城市产业将对城市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等产生重大引领带
动作用。毫无疑问，伴随智慧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和持续运营，包括平安城市、数字医疗、智能交通、智能建筑等众多应用
领域将受到带动，从而对智能化系统集成、云计算、物联网、自动控制、数据挖掘及处理等产业链上下游软硬件企业起到一
定的促进作用。
据相关调查，中国有上百个城市或已经进入智慧城市建设阶段，或正在规划智慧城市发展蓝图，包括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宁波、佛山等城市已经走在智慧城市建设军第一集团，并带动更多城市竞相效仿，智慧城市建设在全国的迅速蔓延，
给城市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庞大的市场机遇。
目前，智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完成规划部署，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新主题。虽然我国智慧城市发展
水平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智慧城市产业已在逐渐形成和扩大，发展势头强劲。
有数据表明，国家及各省市的“十二五”规划中也都把建设智慧城市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十二五”规划
或政府报告中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地级以上城市共有 41 个。截至 2012 年 9 月，全国 47 个副省级以上地方的规划文件中，
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有 22 个，占比 46.8%，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持续加快，比例还在不断增加。目前，全国开始建设
“智慧城市”的地方涉及东中西部地区。从城市类型来看，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外，杭州、厦门、珠海
等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也纷纷开始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另外，湖北、湖南、山东、辽宁、四川、河南、安
徽等省则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群”。例如，湖北省的“智慧城市群”涉及 17 个省内城市，广东省的“智慧城市群”涉及 21
个省内城市，预计到 2012 年底，全国开建“智慧城市”的城市数有望突破 400 个，“十二五”期间，全国各级城市用于建
设“智慧城市”的投资总规模有望达 5000 亿元，而随着日后更多城市启动“智慧城市”建设，以及相关服务的推出，“十
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带来 2 万亿元的产业机会。
2、行业竞争优势
智慧城市产业链牵涉甚广，覆盖面很大，当前，智能建筑行业尚属于充分竞争性行业，参与者众多，但是业内具有较强
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公司较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事智能工程的企业不少于 3000 家，但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行业集中
度较低，单个企业占行业的市场份额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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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府部门对智能工程服务企业进行资质管理，当前，全国具备“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和“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壹级资质”这两项重要资质的建筑智能化行业企业还很少。未来随着市场管理逐渐规范，资质优异的公司和有
示范性工程经验的公司将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没有类似工程经验和业绩，或不具备相关行业技术的企业较难在智能工
程行业形成竞争力。
3、公司发展战略
未来一两年是公司深化战略转型、全面推进实施的关键时期，也是公司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
要节点。在未来的几年中，公司主要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投入，着力发展：一是全面进入“中国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服务
商”领域。积极参与并努力引领全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进一步在绿色智慧医院、大型博览会展、金融数据中心、电力
行业系统、高端星级酒店等细分市场拓展，全面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深入挖掘与拓展智慧城市产业新兴细分行业。二是全面
完善和实施人才发展战略。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完善和落实“全员绩效管理”体系，细化指标，强化跟踪落实，突出绩效考核
的引领作用，切实提高企业整体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全面开展“全员三年成长计划”，加大在人才培养和队伍
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构建管理梯队，优化人才组织架构，形成具有延华精神的管理和运营团队。三是不断完善和加强公司
“三维发展模式”。在事业部建设方面，在夯实医疗卫生事业部、咨询事业部、新业务拓展事业部等原有部门实力的基础上，
整合资源，广纳贤才，努力在智慧交通、绿色数据中心、工业环境控制、服务外包等方面进一步发展，拓展区域中心发展模
块。在区域建设方面，在保持原有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加强区域中心建设，进一步拓展企业发展版图，不断提升公司
覆盖全国的销售能力与品牌影响力。在专业公司建设方面，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通过上市公司的良好平台与资源，深化
整合经营班子管理力量，通过外部吸收和内部培养等方式建立各公司专业化经营团队，形成强有力的团队战斗力，进一步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4、公司 2013 年的经营计划目标
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情况，结合公司 2012 年销售及工程完工量，公司 2013 年计划实现合同额 10 亿元。
5、风险因素
（1）经济周期的风险
公司所处工程建设行业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密切，公司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呈正相关性，所以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的力度、经济复苏振兴政策的力度都直接和间接影响公司业绩和公司客户。
对策与措施：公司为减少因行业集中形成的风险，更积极筛选优质客户，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增加各相关行业领域的投
入，力求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建筑及其配套等智能工程的业务比例。选择资信良好的开发商共同合作，规避客户风险。
（2）工程毛利降低的风险
智能化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工程毛利率呈下降趋势。此外公司智能工程总承包业务中包含人工费用成本，工程
原材料、工程设备的采购，项目施工进行过程中原材料及设备价格的波动可能影响工程毛利和公司的业绩。
对策与措施：公司提高项目预核算的精准度，加强工程项目的绩效管理与考核，把抓好工程项目的结算与回款工作作为
工程管理的重中之重，强化措施，及时落实，与此同时，也尽可能科学合理地控制好工程施工费用及人工成本。鼓励项目经
理精准原材料和设备购置，纳入项目经理绩效考核范畴。为了防范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尽量选择信誉良好
的供应商进行长期合作，同时分析采购成本对项目收益的影响，提高采购预见性。
（3）公司资源整合及规模扩张后带来的管理风险及应对措施
随着公司资源整合和全国市场战略布局的实施，各类工程在全国各地的分布不断增多，覆盖区域更广，使公司充分及时
地掌握全国各地项目现场工程进度、安全、质量、人力资源配备等方面信息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
应对措施：为了确保及时了解和掌握全国范围内各类项目的进度、安全、质量、人力资源配备等诸要素，公司加强各区
域管理中心的建设力度，引进高端职业经理人对公司进行更加科学专业的企业管理，同时，针对各类工程项目，实施属地化
管理和本地化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工程进度和质量，做好区域管理工作，最大程度规避因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
（4）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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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的智能建筑行业的工程涉及的合同金额较大，工程周期长，结算手续繁琐和结算时间长，工程完工至工程验收
和竣工结算有相当的滞后期，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慢，此外合同纠纷、工程质量、工期延长或业主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也可能
造成业主单位拖欠工程款，给公司带来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应对措施：为了有效防范上述风险，公司将强化项目结算与回款工作，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最大化为目标，同时，
公司严格筛选项目工程，选择优质可靠的客户，并从工程项目跟踪、合同签订、客户关系维护、款项回收等环节都制定了一
整套防范措施。
（5）识别、评估及应对人才竞争的风险
人才的竞争是建筑智能工程业务市场竞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国内对行业专家型专业人才、高端职业经理人以及有资质
的项目管理和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争夺日趋激烈，特别是同类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人才竞争，对公司的人才优势形
成威胁。公司面临人才引进、稳定和发展的风险。
应对措施： 公司认识到人才资源是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把对国内外高端专业和管理人才的引进，对企业青年骨干及
后备人才的培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台了一系列如“全员三年限期成长”、“伯乐奖”等人才培养计划和激励机制，以
不断适应公司业务拓展、转型、快速发展和层次提升的需要。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深圳南方延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南方延华科技有限公司系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由本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取得
440301106514749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万元，本年实收资本300万元。报告期内本公司对该公司合并期间为
2012年8-12月。
2．上海延华卡申物联网有限公司
上海延华卡申物联网有限公司系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本公司和上海睿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加连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于2012年9月20日取得310000400693320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万元，本年实收资本230万元，
公司出资210万元，占总实收资本的91.30%，报告期内本公司对该公司合并期间为2012年9-12月。
3．嘉柏电子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嘉柏系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批准，由深圳嘉柏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于2012年3月23日取得
110105014751133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200万元，本年实收资本200万元。报告期内本公司对该公司合并期间为2012
年3-12月。

合并报表范围增加的原因：
深圳延华：由于南方区域中心的发展日益壮大、业务不断扩大、项目日益增多，为进一步加强以深圳为中心的南区市
场的经营管理、业务拓展及人才团队建设，进一步落实公司“属地化管理”和“本地化服务”的经营方针，切实提升服务能级，
在当地设立了深圳延华。
延华卡申：为进一步整合公司在软件研发方面的技术优势和团队力量，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人才，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软件平台及其产品的集成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公司成立了延华卡申。同时，该公司的成立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解
决方案上下游相关技术、系统及产品，优化服务内容和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升公司服务智慧城市建
设的能级。
北京嘉柏：为加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区域中心的多媒体影音领域的技术力量与团队实力，依托和扩大深圳嘉柏的专
业优势与辐射效应，成立了北京嘉柏，有利于北方区域进一步开拓、承接和实施如博览会展、高端办公等关联细分市场的重
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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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胡黎明
二 O 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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