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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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傅利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美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巧芬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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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685,469,002.21 6,027,517,864.34 1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95,080,630.98 4,168,588,068.51 27.0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04,951,162.73 30.74% 4,647,473,079.69 4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8,265,724.88 -4.98% 724,596,498.69 1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3,692,058.50 -6.07% 704,260,161.69 1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83,339,431.94 -13,463.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5.00% 0.63 1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5.00% 0.63 1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2.28% 15.22%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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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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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65.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941,4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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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3,4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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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442.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4,4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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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540,240.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3,849.31  

合计 20,336,337.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67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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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利泉 境内自然人 42.08% 492,560,000 369,420,000   

朱江明 境内自然人 6.80% 79,606,296 59,704,722   

陈爱玲 境内自然人 3.25% 38,005,901 30,297,905   

吴军 境内自然人 2.57% 30,100,000 22,575,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5% 16,945,57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0.99% 11,537,85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0.80% 9,391,77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9% 9,299,77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

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6,409,894    

中国农业银行－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6,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傅利泉 123,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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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明 19,901,574 人民币普通股 19,901,57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45,575 人民币普通股 16,945,57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1,537,859 人民币普通股 11,537,85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9,391,774 人民币普通股 9,391,77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9,299,779 人民币普通股 9,299,779 

陈爱玲 7,707,996 人民币普通股 7,707,996 

吴军 7,5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25,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6,409,894 人民币普通股 6,409,894 

中国农业银行－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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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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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修订后的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本公司

原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截止2014年9月末账面价值为5,000万元的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合并报表年初数也相应

进行了调整。 

（二）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主要原因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减少40.87%，主要是公司工程项目投入及存货备货增加所致； 

2、应收利息较上年期末减少72.02%，主要是本期定期存款到期利息结算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加145.45%，主要是未退出口退税及项目保证金增加所致； 

4、存货较上年期末增加49.77%，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备货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00.00%，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增加及国债逆回购投资增加所致；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50.00%，主要系本期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7、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增加627.06%，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项目增加投入所致； 

8、长期待摊费用较上年期末增加100.00%，主要系本期增加的装修费支出； 

9、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00.00%，主要系本期增加长期资产预付款所致； 

10、短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加135.17%，主要系本期临时性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减少62.49%，主要系本期发放了上年度的年终奖所致； 

12、应交税金较上年期末减少62.99%，主要系本期缴纳了上年末应交增值税和所得税所致； 

13、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增加32.83%，主要系股权激励代管红利及工程保证金增加所致； 

14、预计负债较上年期末增加52.60%，主要系分期收款项目预提的售后服务费增加所致； 

15、资本公积较上年期末增加44.95%，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形成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16、未分配利润较上年期末增加37.29%，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17、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2.60%，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18、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56.80%，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产品销量增加相应成本结转增加所致； 

19、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42.46%，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产品销量增加相关附加税费相应增加所致； 

20、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72.96%，主要系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2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75.51%，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2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8.53%，主要系汇率变动产生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6.60%，主要系本期股权投资收益减少及到期的远期外汇合约损益变动所致； 

2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2.44%，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即征即退退税收入增加所致； 

2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21.45%，主要系本期水利基金增加所致； 

2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463.47%，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大，存货、费用增加所致； 

2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8.79%，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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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4.83%，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2014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傅利泉、吴军、朱江明、陈爱玲、何超、王泽霞、何沛中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其中何超、王泽霞、何沛中等3人为独立董事。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傅利泉为董事长，吴军为副董事长。 

2014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许志成为第五届董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宋卯元、左鹏飞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宋卯元

为监事会主席。 

2014年9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傅利泉为公司总裁，朱江明为常务副总裁，吴军为副总裁，吴坚为董事

会秘书兼副总裁，魏美钟为财务总监兼副总裁，张兴明、陈雨庆、张建军、应勇、张伟、鲁丹丹、吴云龙、沈惠良、燕刚为

副总裁，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2、2014年9月12日，公司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决定以募集资金18,926.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大华科技增资。2014年9月，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大华科技注册资本变更

为68,926.00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及相关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签署事项尚在办理中。 

3、2014年9月12日，公司与FLIR Commercial Systems Inc.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报告期内，公司结合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合理开展国债逆回购交易。截止2014年9月30

日国债逆回购累计投资收益45,596.28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4 年 0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与 

FLIR Commercial Systems Inc.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2014 年 09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傅利泉、

朱江明、

陈爱玲、

吴军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0%。 

2007 年 07

月 15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承诺

事项仍在严格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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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利泉、

陈爱玲 

（1）不直接从事构成与股份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

的经营活动；（2）对本人控股企业或间接控股的企

业，本人将通过派出机构及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

事、经理）在该等公司履行本承诺项下的义务；（3）

如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及

本人控股的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相竞争。 

2007 年 06

月 30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承诺

事项仍在严格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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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13,092.19 至 147,019.85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3,0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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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傅利泉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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