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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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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孝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云强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1,232,931,077.33

1,279,684,043.03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025,508,711.47

997,070,843.72

2.85%

130,000,000.00

100,000,000.00

30%

7.89

9.97

-20.86%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95,551,392.37

0.22%

263,473,524.27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7,446,730.53

9.58%

49,724,213.57

1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87,008,073.59

613.3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669

45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

9.84%

0.382

1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

9.84%

0.382

1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0.09%

4.9%

0.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0.05%

4.75%

0.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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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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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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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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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1,735.0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2,183.36

所得税影响额

251,102.35

合计

1,508,449.32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86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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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张常武

700,246 人民币普通股

700,246

朱彩凤

671,019 人民币普通股

671,019

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643,232 人民币普通股

643,232

陈旦珍

615,118 人民币普通股

615,118

黄荫湘

420,147 人民币普通股

420,147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新
349 号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 2 号

389,029 人民币普通股

389,02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32,540 人民币普通股

332,540

314,740 人民币普通股

314,740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不存在本公司获悉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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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30.34%，主要是母公司归还银行贷款、募投项目投入以及子公司房地产公司开发投入所致；
应收票据比期初金额减少61.07%，主要是母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应收利息比期初金额减少80.75%，主要是母公司定期存款到期，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存货比期初金额增加84.28%，主要是母公司和子公司长高开关电气公司存货增加以及房地产公司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比期初金额增加35.26%，主要是母公司募投项目投入增加；
长摊待摊费用比期初减少45.44%，系长摊待摊费用摊销；
短期借款比期初金额减少86.00%，主要是母公司归还银行贷款4300万元；
预收账款比期初金额减少61.72%，主要是母公司及子公司矿山机电设备公司预收款减少；
应交税费比期初金额减少72.09%，主要是子公司长高开关电气公司和长高新材料公司应交增值税减少；
股本增加30.00%，系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65.995%，主要是子公司房地产公司营业税金同比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8.881%，主要是子公司一品重机股份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6.116%，主要是母公司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6.744%，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亏损；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45.14%，主要是子公司长高新材料股份公司及母公司同比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38.45%，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长高房地产公司、长高开关电气公司同比
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613.32%， 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长高房地产公司、长高开关电气公司同比减
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40.67%， 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长高新材料股份公司
同比减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系上年对子公司长高新材料股份公司、一品重机股份
公司、长高开关电气公司投资控股，本期没有；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系上年支付的收购子公司长高开关电气公司的少数股权款项，本
期没有；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系上年子公司长高新材料股份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其中：子公司吸收少
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系上年子公司长高新材料股份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6150.00%，系公司归还4800万元银行贷款后，重新借款500万元；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623.12%，主要是公司归还4800万元银行贷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73.06%，主要是公司本期分配股利1500万元，上年分配股利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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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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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于2011年5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关于重大合同的
中标公告》。截止至2012年9月30日，公司已完成交货的合同金额为4151.96万元。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无

无

无

无

马孝武 林林
廖俊德 马晓

1、公司主要股东马孝武、
廖俊德、林林、马晓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
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
2008 年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09 月 01
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日
不超过 15%。股东马孝武、
廖俊德、林林、马晓、吴小
毛、刘家钰、陈益智、肖世
威、陈志刚作为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承
诺：除前述锁定期外，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
份。

长期承诺

按承诺履行

马孝武 林林
廖俊德 马晓

1、本人将尽职、勤勉地履
行《公司法》
、
《公司章程》2008 年
所规定的股东、董事、高级 09 月 01
管理人员的职权，不利用在 日
发行人的股东、董事或高级

长期承诺

按承诺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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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的地位或身份损
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
东、债权人的正当权益。2、
本人目前除持有发行人股
份外，不存在其他股权投资
的情形。3、本人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在
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
相近的，对发行人业务在任
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
及活动。4、本人不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业
务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相
近的或对发行人业务在任
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
业或其他机构、组织。5、
本人不会向其他业务与发
行人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或
对发行人业务在任何方面
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
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专
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
户信息等商业秘密。6、与
本人有直接及间接控制关
系的任何除发行人（含其子
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亦不
在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
业上对发行人业务有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
务及活动。7、本人保证本
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
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
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
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
配偶的父母等，也遵守以上
承诺。8、本人承诺在本人
作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
（或持股 5%以上）期间内
持续有效，且是不可撤销
的。9、如未履行上述承诺
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本人
将赔偿发行人因此而遭受
的一切损失。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林林 廖俊德
马晓

2007 年 12 月，朱建辉等
30 名股东将所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份以每股 0.01 元的
价格分别转让给林林等 19
名员工，主要股东作出承
2008 年
诺，其作为当时受让股份的
09 月 01
股东，应缴个人所得税税款
日
由本人自行申报缴纳。若国
家税务主管部门要求公司
缴纳应代扣代缴的有关个
人所得税，则其本人及当时
受让股份的其他股东将以

不适用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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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全额
承担公司应代扣代缴的上
述个人所得税税款及/或因
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或支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马孝武 林林
廖俊德 马晓

2009 年 11 月，公司全体
股东（2008 年 3 月认购增
发股份的四名股东上海幸
华、湖南恒盛、蒋静、翟慎
春除外）承诺，如应有权部
门要求或决定，发行人需要
为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及
社会保险金或发行人因未
2009 年 11
长期履行
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及
月 01 日
社会保险金而承担任何罚
款或损失，本人愿在无需发
行人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按
照 2007 年末持有发行人
股权的比例承担补缴住房
公积金及社会保险金，承担
任何罚款或损失赔偿责任，
并互负连带责任。

按承诺履行

马孝武 林林
廖俊德 马晓

针对公司 1998 年至 2001
年 29 名职工退资，只退
1998 年改制时的现金出资
额，量化部分没有支付对
价；以及通过法院判决强制
回购朱麓波等 4 人的股份 2010 年
时，有 2 名股东量化股份出 04 月 26
资未支付对价，可能会对公 日
司构成潜在纠纷及风险事
项，公司主要股东承诺按其
2007 年末持股比例承担公
司因此受到的损失，并就上
述承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按承诺履行

长期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 是 □ 否 √ 不适用
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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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0%

至

3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975.66

至

6,468.36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49,756,576.19
预计全年营业收入增长而增加利润以及主要子公司减亏

6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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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4 日 长高集团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 邢达

了解公司今年基本
情况。

2012 年 09 月 04 日 长高集团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天弘基金 田文涛

了解公司今年基本
情况。

2012 年 09 月 04 日 长高集团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财富证券 杨伟

了解公司今年基本
情况。

2012 年 09 月 04 日 长高集团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财富证券 谭健

了解公司今年基本
情况。

机构

海富通基金 杨帆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
今年的订单情况，其
他个子公司的经营
情况。

机构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
今年的订单情况，其
海富通基金 年永宁
他个子公司的经营
情况。

机构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
今年的订单情况，其
他个子公司的经营
情况。

2012 年 09 月 13 日 长高集团会议室

2012 年 09 月 13 日 长高集团会议室

2012 年 09 月 13 日 长高集团会议室

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

安信证券 南方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