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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7                           证券简称：*ST 创智                           公告编号：2012-014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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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3 公司负责人贾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昱呈声明：保证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T 创智 

股票代码 000787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龙  

联系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城 M2 栋  

电话 0731-88909008  

传真 028-85987125  

电子信箱 powerise_chen@163.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元） 0.00 0.00 0.00% 0.00 

营业利润（元） -4,276,652.25 -1,288,381.04 231.94% 221,962.14 

利润总额（元） 1,865,092.26 -1,726,972.26 -208.00% 221,96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784,752.15 -1,719,409.55 -203.80% 416,6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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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356,992.36 -1,280,818.33 240.17% -54,54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5,491,506.41 14,424.28 37,971.27% -14,941,233.46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元） 86,924,930.38 87,223,993.59 -0.34% 89,516,626.36 

负债总额（元） 8,542,572.34 65,039,675.52 -86.87% 65,605,33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87,287,349.25 31,169,649.39 180.04% 32,889,058.94 

总股本（股） 378,614,200.00 378,614,200.00 0.00% 378,614,2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045 -204.44% 0.0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045 -204.44% 0.00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034 238.24% -0.0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5.37% 8.66% 1.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4% -4.00% -4.04% -0.1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0145 0.000038 38,057.89% -0.0395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0.2305 0.08 188.13% 0.09 

资产负债率（％） 9.83% 74.57% -64.74% 73.29%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债务重组损益 6,139,374.91  0.00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69.60  -438,591.22 -1,237,856.85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0.00  0.00 1,709,033.06 

合计 6,141,744.51 - -438,591.22 471,1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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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40,149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

数  
40,14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2% 65,944,663  65,944,663 

四川大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66% 29,012,880 29,012,880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34% 20,208,500 20,208,500  

湖南华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8% 8,240,000 8,240,000 8,240,000 

湖南创智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 8,065,000 8,065,000 8,065,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8% 7,514,417   

席得胜 境内自然人 0.50% 1,896,584   

李江伟 境内自然人 0.41% 1,559,913   

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1,547,759   

上海远卫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8% 1,4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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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户 
40,929,08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514,417 人民币普通股 

席得胜 1,896,584 人民币普通股 

李江伟 1,559,913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1,547,75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远卫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4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林杏花 1,411,732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金穗投资有限公司 1,372,580 人民币普通股 

金康令 1,0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郁文 988,154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湖南华创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创智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自然

人；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四川大地实业有限公司，目前

还未办理证券过户手续。除此之外，本公司不能确定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能

确定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份数据中：1、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的股票数由重整

管理人控制，管理人只能严格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予以处置。在持有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期间，

管理人并非标的股份的实际权利人，故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2、湖南华创实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创智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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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所持股票数包含了因被司法冻结和质押，无法按照公司重整计划规定划转的应让渡股票

数，应划转股票数分别为 2,884,000 股和 2,822,750 股。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_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营业利润-4,276,652.25 元，营业外收入 6,142,744.51 元，营业外支出

1,000.0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4,752.15 元。 

    （一）公司破产重整进展情况 

    2010 年 8 月 23 日深圳中院作出（2010）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公

司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公司管理人。深圳中院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作出（2010）深中法民

七重整字第 6-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创智科技重整程序。 

    公司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因少数股东股份被设定质押或司法冻结无法办理过户，先后两次向深圳中院提交了延

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深圳中院于分别作出的（2010）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7 号、6-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延长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和 2012 年 5 月 31 日。目前公司正处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破产重整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通过破产重整可彻底解决债务及历史遗留问题，并通过资

产重组，使公司彻底摆脱经营困境，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二)恢复上市进展情况 

    因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公司在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2007 年年度报告》后，按照有关规定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

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目前属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

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的阶段。 

    201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公司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历史遗留问题

的议案》和涉及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方案等议案。2012 年 1 月 16 日，公司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了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重组方案进行审议，但最终未能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将加强与中小投资者的沟通，继续积极做好资产重组相关筹备工作，争取尽早实现恢复上市。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计算机信息行业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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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软件和硬件 0.00 0.00 0.00%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 2011 年末，公司总资产 8692.49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4%；净资产 7838.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3.32%；每股净资产 0.2070

元，较上年增加 0.1484 元；每股收益 0.0047 元,较上年增加 0.0092 元。 

   发生较大变化的有关项目说明如下： 

1、_货币资金期末 557.49 万元，较年初增加 549.15 万元，主要原因系由于公司通过破产重整清理了前期的债务，公司的银行

账户得以恢复正常使用，因此将代管户自有资金转回增加所致。 

2、_应收股利期末 334.53 万元,较年初增加 120 万元,系公司子公司成飞电子 2010 年度利润现金分红增加所致。 

3、_其他应付款期末 267.88 万元，较年初减少 560.34 万元，减幅 67.66% ，主要是由于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的债权申报、根据

重整方案确定比例进行清偿等方式，对历史遗留的债务进行了全面清理。  

4、_预计负债期末 0 元，报告期初的 4863.49 万元已全部得到了清理，系公司根据破产重整方案以股权或货币的方式进行了一

定比例的清偿，清偿完毕后，公司因创智软件园有限公司 1.85 亿元担保及深圳市智信投资有限公司 2000 万元担保形成的担保

责任均已得到全面清理。 

 

4、管理费用为 510.68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0.87 万元，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 2010 年度公司业务严重萎缩人员精简，费用控制

得较低；另一方面 2011 年公司为配合破产重整及重组工作，中介费用及差旅费用均大幅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 

本期投资收益为 91.29 万元，较上年减少 79.71 万元，主要因为 2011 年公司子公司成飞电子的主营业务有所萎缩，且正处于

厂房设备改造阶段支出增大，由此净利润也下降所致。 

6、营业外收入 

本期营业外收入 614.27 万元,主要系根据重整计划确认的受偿金额与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扣除重整费用后确认的

债务重组收益 613.94 万元。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_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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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创智科技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被股东大会否决后，创智科技公司正与股东进行沟通并调整重组方案，创智科技公司

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九中披露了恢复持续经营能力采取的措施。由于重组工作尚在进行中，调整后的重组方案能否获得批准尚

不确定，创智科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_2、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欠创智科技公司款项 14,068.23 万元（创智科技公司已对该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7,737.53 万

元），四川大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该项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欠款的偿还在创智科技公司重组过程中一并解决。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批准的《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规定，重组方在重组过程中应

向创智科技公司注入等值资产或现金，以解决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创智科技公司的债务。目前，创智科技公

司的重组工作尚在进行中。 

_对此，公司董事会认为： 

_1、关于“创智科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破产重整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并无终止公司经营、进行清算的计划，也未获知相关的股东要求对本公司进行清算的有关信息。

公司正与大地集团以及其他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听取各方的诉求，在此基础上调整重组方案，力争调整后的重组方案能获得

股东大会通过。通过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可使公司彻底摆脱经营困境，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目前，重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之中，因此本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基础编制 2011 年年度报告。 

2、对于“公司对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 14,068.23 万元欠款计提 55%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问题。 2008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和大地集团就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欠款达成协议，大地集团为湖南创智集团

有限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本公司重组过程中一并解决。并且，深圳中院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批准的重整计划

中规定，重组方在重组过程中应向本公司注入等值资产或现金，以解决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拖欠本公司的 14,291.41

万元债务。本公司已对上述款项累计计提了 55%即 7,737.53 万元的坏账准备，应已充分考虑了该欠款的减值问题。 

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1 年度出具了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该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做出了专

项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对审计

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及管理导积极做好与投资者沟通工作，加大资产重组工作

力度，通过重组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消除相关事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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