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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7                           证券简称：*ST 创智                           公告编号：2012-015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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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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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85,376,041.69 86,924,930.38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85,753,657.74 87,287,349.2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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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2265 0.2305 -1.7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3,691.51 -507,694.55 20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15,752.83 -33,521.97 5,018.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45 -0.000089 5,018.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013 2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013 2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1.64% -0.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7% -1.64% -0.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14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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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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0 年度报告经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1）

045 号]。 

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1、截止审计报告日，重整计划草案尚未获得批准，我们无法判断创智科技公司继续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2、创智科技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欠创智科技公司 14,068.23 万元。由于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批准具有重大的不

确定性，我们无法评价创智科技公司对上述款项计提 55%的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是否合理。 

3、由于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批准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截止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判断创智科技公司对担保事项预计负债

的金额是否合理。 

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1、因公司重整计划已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经深圳中院批准执行，重整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重整计划制订了后续经营

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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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重组方案未能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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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彻底摆脱经营困境，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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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 55%的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是合理的。 

    3、在重整执行中，所有重整期间申报的普通债权均按照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规定的债权清偿方式清偿完毕。截至

2012 年末，创智科技公司对外担保事项预计负债余额为零，也就是说第 3 个强调事项已消除。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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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原非流通股东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为

法定承诺内容，即非流

通股股东承诺所持公司

非流通股股票自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前项承诺期满

后，持股比例 5%以上的

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

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自 2008 年 2 月 9 日

起可相继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至 2010 年 2

月 9 日止所有有限售条件股东的股票均可

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但由于公司股票目前处

于暂停上市状态，上述股票尚未上市流通。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300.00 -- -100.00 -42.18 下降 137.00% -- 61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9 -- -0.0026 -0.0011 下降 137.00% -- 611.22%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已停止多年，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中，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内完成重组的可

能性不大，在此情况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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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3 月 30

日 
湖南证监局 实地调研 个人 

石阳等中小投资者

及代理人 
重组进展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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