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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1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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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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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吴坚 李晓明 

电话 0571-28939522 0571-28939522 

传真 0571-28933211 0571-28933211 

电子信箱 zqsw@dahuatech.com zqsw@dahua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营业收入（元） 3,531,214,471.62 2,205,208,207.08 60.13% 1,516,275,44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0,155,145.05 377,983,123.52 85.23% 260,294,58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85,819,391.22 366,704,384.83 87.02% 253,337,50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1,913,096.22 74,219,234.05 549.31% 123,564,36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 0.68 83.82%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 0.68 83.82%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1% 28.36% 10.15% 26.4%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3,397,431,128.67 2,269,092,935.72 49.73% 1,777,587,20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42,142,219.95 1,505,861,493.89 42.25% 1,173,110,782.41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8,8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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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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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利泉 境内自然人 44.12% 246,280,000 184,710,000   

朱江明 境内自然人 7.36% 41,053,148 30,789,860   

陈爱玲 境内自然人 3.88% 21,660,768 17,402,096   

吴军 境内自然人 2.74% 15,290,000 11,655,000   

中国工商银行

－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1% 9,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

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8,601,869 0   

中国工商银行

－上投摩根内

需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 8,2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泰达宏利市

值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3% 8,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 6,851,615 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嘉实优

质企业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9% 6,633,06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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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年，是公司创新变革的一年。公司把准行业向高清化、智能化发展和市场需求不断细分的趋势，

不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对产品线布局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公司业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31亿元，同比增长60.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0亿元，同

比增长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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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经营回顾 

2012年，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品及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体化机芯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IPC

和智能交通也形成了充分的竞争力，公司推出的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安防行业高清视频传输规范

——HDCVI，以及基于该技术的模拟高清系列新品，为视频监控从标清到高清提供了新的途径。 

2012年，公司坚持技术营销，细化客户、项目、价格、应收款四个纬度的管理，重点加强大客户管理，

在国内外市场取得明显成效，前端产品迅速起量，后端产品稳步增长，产品品质进一步提升。 

2012年公司努力控制成本，在产品设计上强调成本控制理念，加强价格、质量、交期等方面的平衡，

并通过内部审计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降低营运风险和成本。2012年公司加强节流，确保在人力投入、

人员薪酬增长的同时，费用增长低于销售增长，产品毛利率稳中有升。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应收款和存货

精细化管理，使2012年成为公司现金流最好的一年。 

2）行业发展趋势 

智慧城市的兴起，平安城市建设的继续深入，各行业对安防产品需求的不断提升，加快了市场细分步

伐，安防市场不再局限于政府主导的平安城市项目和金融、电信等高端客户，以各型商业场所为代表的工

商业客户正蓬勃兴起，民用市场的萌芽也在形成，安防产品的定制化和标准化在未来将并存发展。在可预

见的未来，安防行业仍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 

当前视频监控技术正朝高清化、智能化发展，结合4G、无线网络等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推动

了治安防控、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灾难预警、安全生产等领域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视频

监控领域的竞争将首先表现在以产品性能和品质为代表的设备竞争上。视频监控高清化、智能化进程已为

国内一线设备制造商利用品牌和研发优势，拉大和中小竞争对手间的差距提供了有利契机。 

地方政府建设需求和财政支付能力之间存在的时间匹配矛盾促使安防行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方向

发展，分期付款模式、BT模式、租赁模式等结算方式在政府项目中蜂拥出现。先垫资、后结算的模式，加

大了项目工程商的回款风险和资金压力，并有可能将压力向上游设备供应商传导。未来行业竞争要求安防

企业不仅需要具有强大的资金筹措能力、稳健的财务基础，还需具备长期垫资的能力和财务抗风险能力。 

3）公司主要竞争优势 

公司坚持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拥有完整的产品、销售体系和解决方案、运营服务提供能力，大华品

牌已在国内和部分海外市场形成充分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完善的员工培养机制，保障了公司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了公司的

研发实力，并能持续享受IT工程师带来的人力优势。 

4）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顺应安防视频监控高清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新产品的开发进度、扩大产品的生产能力，

不断追求和提升品质。公司将紧紧围绕“大安防”战略，逐步完成从产品供应商向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

案的综合型安防供应商转变。 

5）2013年经营计划 

2013年公司要继续提升品牌优势，营造大华全球高端品牌形象；继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技术营销，

力争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53亿元，到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的目标。 

2013年公司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在提升研发效率和加强产品品质方面。通过持续改进产品技

术，提升产品品质，深入结合市场需求，更加迅速的将产品推向市场，努力实现从产品导向到顾客导向和

解决方案导向的蜕变。 

2013年公司要继续深化内部建设，努力实现精细化管理，通过供应商精简、库存结构优化、产品工艺

改进等措施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品质。公司将继续发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严格控制各项费

用、简化流程，努力提高人均效益，为股东和员工持续创造价值。 

特别提示：上述计划仅为公司制定的经营发展目标，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该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投资

者的实质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 

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若公司不能紧跟国内外安防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趋势，充分关注客户多样化的

个性需求，后续研发投入不足，则仍将面临因无法保持持续创新能力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的风险。 

汇率风险：公司出口销售主要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且海外业务处于持续增长中，因此汇率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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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如果国家或地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或高新技术企业鼓励政策和税收优

惠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导致公司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或关于软件企业增值税

“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不再延续，公司的盈利将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风险：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目前暂未收

到正式核准批复。若该项目未能顺利发行，则对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产生

不利影响。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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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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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5）对 2013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80% 至 120%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2,054.19 至 14,732.90 

201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6,967,705.0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长，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 80%~120%。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傅利泉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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