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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上

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19】第 191 号，公司董事会收到问询函后，经认真自查，已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 年报披露，你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720.58 万元，

同比下降 7.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30.59 万元，

同比下降 424.52%，由盈利转为亏损。其中，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934.90 万元，占全年收入的 47.95%。此外，2014 年度至 2017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29.67 万元、-1,361.48 万元、

-2,894.72 万元和 594.91 万元，呈现出多年盈亏相间的特点。请你公

司： 

（1）结合历史年度收入季节性变动情况，说明 2018 年前三季度

收入同比大幅下滑、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情形，并结合 2015 年以来毛利率、成本费用



率等变动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调节利润以规避暂停上市的情形。 

回复： 

公司 2014 年至 2018 年分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报表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201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5,055.22  5,195.99  4,531.96  7,922.30  22,705.47  

2015 年 主营业务收入 5,383.87  4,768.01  4,361.34  6,695.90  21,209.12  

201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062.20  4,804.27  3,087.77  2,426.43  13,380.68  

2017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068.81  4,249.88  7,402.20  7,652.11  22,372.99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156.62  3,810.31  3,818.75  9,934.90  20,720.58  

由于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来自于项目建设，而且 AFC 业务的项目

单个合同金额较大，执行周期较长，确认收入与项目执行的进度密切

相关，因此在不同年度、季度间业务收入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 

部分收入占比较大的轨道交通 AFC 业务项 2018 年前三季度确认

收入金额及第四季度确认收入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编号 客户名称 
2018 年前三季度

确认收入金额 

2018 年第四季度

确认收入金额 

1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35.43        1,461.40  

2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330.63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1,250.63  

4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58.62        1,202.07  

5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391.40        1,128.70  

6 上海轨道交通浦东线发展有限公司          521.19  

7 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05.21  



编号 客户名称 
2018 年前三季度

确认收入金额 

2018 年第四季度

确认收入金额 

8 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 45.70  347.80  

9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367.92  336.21  

 合计金额      3,999.07       8,083.84  

 上述重要项目收入占第四季度收入确认比例  81.37% 

前五个项目在第四季度销售确认占比较大，下述详细解释主要项

目在 2018 年全年的确认情况。 

项目一，徐州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

2017 年中标，2017 年末项目启动，2018 年的 935 万和 1461 万都是

设备到货款，以业主开具的收货签收单为主要依据做销售收入确认。 

项目二，西安地铁“互联网+”手机二维码扫码过闸改造项目，

项目于 2018 年 6 月启动，2018 年 11 月部分工作完工和验收，做销

售收入确认。 

项目三，天津轨道交通智能支付平台系统设备采购及其服务项目，

项目在 2018 年 3 月中标，2018 年 10 月完工验收，做销售收入确认。 

项目四，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集成设备及软

件项目，该项目于 2017 年中标，2018 年启动，按照项目计划节点，

设备的到货款应该在第三和第四季度，以客户的签收单为主要依据做

销售收入确认。 

项目五，济南市轨道交通 R1 号线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2018 年

设备逐步发到现场，按照项目执行的节点（设备到货款和技术服务进

度款等），以客户的签收单为主要依据做销售收入确认，济南 R1 号线



已于 2019 年 5 月开通。 

综上所述，2018 年四季度销售收入增加是由于各个项目按节点

正常执行，从而在四季度形成销售收入，并无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相关主营业务收入及成本，不存

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公司 2015 年至 2018 年毛利率、成本费用率变动情况如下：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毛利率 12.52% 11.15% 22.88% 17.08% 

成本费用率 107.03% 121.71% 100.06% 105.06% 

由于公司的主要收入来自于 AFC 项目收入，不同项目的毛利率存

在一定差异，会造成不同会计期内的毛利率波动。2017 年公司取得

了部分毛利率较高的既有系统改造升级的项目合同，对提升 2017 年

整体的毛利率有所贡献。原因：在既有系统改造项目里，市场份额相

对固定，竞争压力相对较小，软件升级部分的占比较大，硬件升级以

公司自制产品为主，因此具有较高的毛利率水平。 

2017 和 2018 两年的费用发生额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由于 2018

年收入较 2017 年有明显减少，从而导致 2018 年的成本费用率有所上

升。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调节利润以规避暂停上市的情形。 

 

（2）补充披露轨道交通 AFC 系统业务（以下简称“AFC 业务”）

近五年实现的收入和利润，并结合其变化趋势和轨道交通行业的政策



变化和发展趋势说明 AFC 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回复： 

公司轨道交通 AFC系统业务 2014年至 2018年的收入及利润的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 毛利率 

2014 年 AFC 项目 15,044.26 12,991.80 2,052.46 13.64% 

2015 年 AFC 项目 14,965.05 14,048.75 916.30 6.12% 

2016 年 AFC 项目 8,619.61 7,823.51 796.10 9.24% 

2017 年 AFC 项目 17,205.08 13,404.14 3,800.94 22.09% 

2018 年 AFC 项目 17,739.18 14,573.09 3,166.09 17.85% 

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总体 AFC 业务收入保持增长趋势，2015

年和 2016 年 AFC 市场竞争激烈，造成业务量和项目毛利率降低，2017

年和 2018 年 AFC 市场趋于稳定发展，项目毛利率也逐渐稳定，处于

正常波动范围。 

随着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严重，全国各地区都加快了公共交

通设施的建设，以缓解交通拥堵压力。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共

48 个城市进行城市轨道交通交通线网规划并进行公示，其中杭州、

长春、苏州、重庆四市的规划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西安、

程度、合肥、武汉的线网规划已经通过省级批复，正在等待发改

委的相关审查批复。随着多个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得到

批复，行业预测未来 10 年我国将进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高潮期，

从而为包括 AFC 系统在内的轨道交通机电系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契机，并将长期受益。同时随着互联网、云平台和大数据等新技

术在 AFC 行业的应用，除了会给地铁新线 AFC 业务的利润带来积极因

素，也会促进地铁已开通线路 AFC 业务的改造，从而创造更多的业务

机会。 

公司已参与 15 个国内城市的轨道交通 AFC 系统建设，是国内轨

道交通 AFC 市场的最早参与者之一，保持了稳定的市场参与度。综上

所述，公司有信心保持 AFC 业务的稳定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 

 

（3）结合智慧城市业务中各传统业务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竞争

状况和你公司经营现状，说明传统业务大幅下滑且报告期内出现亏损

的原因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补充说明智慧城市业务中新业务

在报告期内实现的收入和利润、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盈利模式、在

手项目和已签合同的数量和金额等，并结合你公司新技术开发情况、

近五年来研发投入的变化、客户粘合度、项目实施和管理能力等，说

明你公司进军智慧城市新业务领域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预计产生经

济效益的时间及依据，并充分提示布局新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 

回复：公司智慧城市业务 2014 年至 2018 年的收入及利润的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 毛利率 

2014 年 
一卡通项目 1,830.65 1,285.98 544.67 29.75% 

RFID 应用 5,830.56 4,671.64 1,158.92 19.88% 

2015 年 
一卡通项目 2,039.33 1,035.15 1,004.17 49.24% 

RFID 应用 4,204.75 3,470.81 733.93 17.45% 



2016 年 

一卡通项目 1,638.40 1,166.77 471.63 28.79% 

RFID 应用 3,122.67 2,897.81 224.86 7.20% 

2017 年 智慧城市项目 4,984.94 3,736.58 1,248.36 25.04% 

2018 年 智慧城市项目 2,981.40 2,608.00 373.40 12.52% 

注：2016 年底公司将原有的一卡通业务与 RFID 应用业务合并为智慧城市业务。 

随着手机二维码支付方式全面进入公共交通领域，我国大部分城

市地区都开始了公交支付系统的二维码改造，该项工作在公司一卡通

项目的主要市场领域（多为长三角地区）2017 年进入高峰，公司在

2017 年取得了相关公交二维码改造项目。2018 年度，公司所获取的

公交二维码改造项目有较大幅度下降，导致该领域业务下滑。 

RFID 业务领域，随着我国“中国制造 2025”的推进，智慧工厂

业务的开展呈现系统化、整合化的趋势，技术需求领域从 RFID 快速

扩展到设备传感、DCS 自控、工业互联网等范围，该领域的竞争对手

快速增多，使得竞争趋势激烈。面临这一市场变化趋势，公司将主要

研发方向转移至智慧工厂相关技术的研发，并将相关 RFID 业务整合

入智慧工厂、智慧园区领域，也是公司在传统 RFID 业务份额下滑的

原因。 

针对这一情况，一方面，公交业务在加强产品和系统性能的同时，

将更加关注设备的可靠性和系统的稳定性提升，为客户提供高性能和

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增强客户粘度。另一方面，公司积极调整智慧城

市的 RFID 和弱电业务方向，将智慧园区和智慧工厂业务作为 RFID 和

弱电业务的升级方向，以更清晰行业细分定位加强业务开拓。 

核心竞争力与技术研发方面，核心竞争力方面，技术上公司利用

原有的 RFID 应用技术储备，融入物联网、区块链和 NB-IOT 等应用技



术，逐步加大投入，相关研发费用占比从 2017年度的 8.9%增加到 2018

年度的 16.97%，智慧城市历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见下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研发投入比重 9.43% 13.74% 13.72% 8.90% 16.97% 

同时公司也将宝贵的研发资金更为集中使用，研发项目数量从

2017 年的 9 个调整为 2018 年度的 5 个，以期在重点技术项目上形成

突破，以技术推进市场，增强项目附加值。商务上公司更强调自身服

务属性，并与园区类客户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持续 IT 服务增强

客户黏连性。 

2018年度公司积极开拓了多个智慧工厂和智慧园区的实施项目，

建立了一批潜在项目储备，在 2018 年期内实现收入 1797 万元，并在

2019 年一季度实现 2132 万元的新增合同。公司在智慧园区和智慧工

厂领域的业务超过传统一卡通与 RFID 业务，并呈现积极的态势。传

统业务与新拓展业务的收入情况如下表： 

 实现收入 利润水平 

传统业务 1,183.7  11.97% 

新业务 1797.7 12.89% 

预计公司在 2019 年度智慧园区业务和智慧工厂业务总量将持续

上升，并逐步对公司业务产生利润贡献，预计在 2020-2021 年度会对

公司智慧城市业务产生较大的利润贡献，完成智慧城市业务的业务升

级转型。 

公司新业务拓展的主要风险在于： 



1）技术研发实力与业务发展不匹配的风险：作为一个新兴业务

市场，智慧工厂、智慧园区领域技术的呈现快速发展、快速创新状态，

产品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保持技术领先和创新能力是公司面临的

巨大挑战。公司将结合发展战略，认真组织实施研发项目，紧跟新技

术发展趋势和市场的新热点，加大研发投入，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加

强关键技术和重点新产品的研发，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公司还将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快速积聚公司发展战略实施中的技术与产品资源

及相关的研发及业务力量，满足企业的持续快速增长的需要。 

2）人才储备的风险：作为高科技企业，人才资源是公司保持持

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在“中国制造 2025”计划和“工

业互联网”计划领域的投资开展，相关 IT 人才竞争也不断加剧，人

才储备与人才流失的风险会加大。公司将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积极推

动组织发展项目，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加强关键岗位的人才建设及高

端研发人才的引进，同时通过加强内部岗位培训，提升岗位技能，培

养人才。进一步完善包括股权激励计划在内的与企业的效益与发展挂

钩的核心团队的长期激励机制，保证核心团队的稳定。 

3）宏观经济环境与业务模式造成赢利能力下降的风险：在智慧

工厂和智慧园区领域，公司的客户大多为重资产型企业，公司此领域

业务与重大设施投资关系密切，如果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不能适应市

场环境，造成新增合同减少,势必对公司后续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对此风险有充分的预计，并采取了主动措施。在业务市场拓展方

面，通过建设重点区域的合作伙伴体系，加大市场的辐射面，争取业



务在全国市场的拓展不断取得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服务与技术

咨询的形式增强与客户的黏连性，持续辅导客户在智慧工厂领域的规

划与建设，从而为市场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奠定基础。 

 

2. 年报披露，近年来你公司员工总人数、技术人员数量和核心

技术人员数量持续下滑，技术人员不断流失。2018 年末公司在职员

工仅 189 人，报告期内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3 人，目前核心技术人员占

在职员工数量的 12.3%。你公司又称拥有一支由系统设计、软件开发、

终端产品研发等工程师组成的优秀研发队伍，因此在相关行业保持技

术领先地位。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近三年来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包括离职和新聘

的员工数量和岗位类别，说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

响。 

回复：华虹计通近三年来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类   型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招聘 离职 招聘 离职 招聘 离职 

核心技术人员 2 4 2 4 2 3 

核心商务销售人员 1           

核心财务行政生产等人

员 
2 1 1 1 2   

非核心技术人员 20 10 11 29 15 17 

非核心商务销售人员 5 2 1 3 3 3 

非核心财务行政生产等

人员 
2 4   5 2 3 

合计 32 21 15 42 24 26 

进出人员差 11 -27 -2 

三年中核心技术人员保持正常流动情况，总体核心技术人员数量



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智慧城市事业部进行业务转型，从一卡通和

RFID 业务转向智慧园区和智慧工厂领域，对于技术核心人才的需求也

有所变化，除了招聘新技术核心人员外，也需要时间培养新技术核心

人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司认为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动有利于公司

业务的转型。 

在公司经营业绩不理想的情况下，非核心人员的总体数量是下降

的，这也体现了公司降本增效的策略。 

 

（2）补充说明目前研发队伍的人数和具体构成，并结合（1）所

述情况及 AFC 业务和智慧城市业务对技术人员的需求，说明技术人

员尤其是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是否持续，是否严重降低了公司的技术

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是否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公司 AFC 业务和智慧城市业务核心技术人员三年来的变动情况

详见下表： 

类   型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招聘 离职 招聘 离职 招聘 离职 

核心技术人

员 

AFC 1     1 1   

智慧城市 1 4 2 3   1 

目前公司两个事业部研发队伍的人数和具体构成：研发及工程技

术人员 36 人，占团队人数 75%。智慧城市事业部研发及工程技术人

员 32 人，占团队人数 80%。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内 AFC 部门核心技术人员离职１人，核心



技术人员的流失比例非常小，对 AFC 业务基本没有影响。 

智慧城市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数量较多，原因一是 2016 年组织架

构调整（一卡通事业部和 RFID 事业部整合为一个智慧城市事业部），

造成部分技术核心流失，另一个原因是智慧城市事业部做战略转型，

一些不适应新业务和新技术的核心人员自愿选择离职，同时，因为需

要服务新战略而引入了一些适合的核心人员，这些新核心人员对战略

调整、发展以及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的流动，并未降低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公司的

经营发展不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3）结合各岗位工资水平变化及原因，说明在职员工数量下滑

的情况下，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中工资费用增加的原因和

合理性。 

回复：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中工资费用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年报附注披露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率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工资 200.55 141.20 42.03% 
销售人员增加,2018 年企业加

薪 

管理费用-工资及工资附

加 
1,936.91 1,811.71 6.91% 2018 年度企业加薪 

研发费用-工资及工资附

加 
858.70 847.75 1.29% 2018 年度企业加薪 

公司近三年员工自愿离职主要原因是：薪酬偏低（2016 年 2017

年均未调薪），公司搬迁后员工上下班交通不便等原因，为了稳定骨

干人员，降低离职率，2018 年公司进行了一次调薪，主要针对核心



人员，平均比例为 11%，从而导致了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

中工资费用的增加。 

 

3. 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668.40 万元，连续两年为负；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6,475.43

万元，同比减少 28.61%，主要系支付新增项目采购款所致；存货余

额为 6,645.34 万元，同比增加 75.48%，主要系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增加 2,479.56 万元所致；应付账款余额为 15,209.70 万

元，同比增加 31.67%，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新增项目和对应客户的名称、项目进展阶段、各

项目增加的采购金额、现金支付的比例及相关供应商提供的信用期情

况，并结合前述情况及近两年新增项目的对比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新

增项目采购款较去年大幅增加的原因，以及因新增采购导致货币资金

大幅减少的同时应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2018 年度新增项目采购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项目进

展阶段 

已签订主要

采购合同总

金额 

2018 年已付

金额 

现金支付 

比例 

济南市轨道交通 R1号

线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 

济南轨道交通集

团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64.05% 6,654.97 2,574.13 39% 

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互联网票务平台及票

务管理系统 

徐州市贰号线轨

道交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0.00% 6,394.91 2,897.59 45% 



徐州城市轨道交通 1 号

线一期工程自动售检票

系统 

中建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38.15% 

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

程自动售检票系统集成

设备及软件 

沈阳新松机器人

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60.56% 1,471.37 1,045.78 71% 

天津轨道智能支付平台

系统设备采购及其服务

项目 

天津市地下铁道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市分

行 

85.24% 1,435.74 600.00 42% 

5 号线 AFC系统大修改

造工程  

上海申通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 
82.17% 241.95 105.39 44% 

2018 年度轨道交通 3、4

号线车站 AFC系统维护

保养合同 

上海地铁第三运

营有限公司 
100% 640.00 320.00 50% 

智慧工厂综合布线合同 
上海仪电鑫森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66.86% 439.50 352.20 80% 

先进生产线安防系统 

浙江快达建设安

装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95% 707.63 66.00 9% 

 

 合计   17,986.07 7,961.09   

2017 年度在建主要是西安四号线 AFC 项目和上海 3、4 号线改造

项目，2018 年度在建项目较多且执行期集中，故新增项目采购金额

较去年增加，新增采购导致货币资金减少，同时应付账款增加。其中

AFC 项目进口模块的采购占比较大，且需要在到货前全额付款。所以

报告期内新增采购导致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的同时应付账款大幅增加

的是公司实际项目实施需要，具备合理性。 

 

（2）补充披露“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项目明

细，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具体情况、未结算的原因、截至目前的结算及

收款情况等，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的情形，



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相关项目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以及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情况列示如下： 

项  目 金额（万元） 

累计已发生成本   59,621.09  

累计已确认毛利    7,361.87  

减：预计损失  

已办理结算的金额   62,809.10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4,173.85  

 

其中主要项目包括： 

项目 

已办理结算

的金额（万

元） 

累计回款金

额（万元） 

建造合同

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

算资产（万

元） 

未结算原因 

大连地铁工程自动

售检票(AFC)系统 
   8,113.66    7,103.91    1,237.34  

项目延期，目前正在

进行中，尚未达到结

算时点 

昆明地铁工程自动

售检票(AFC)系统 
  10,022.58  

   11,726.4

1  
    512.40  

项目尚未进行工程决

算，故未结算 

上海地铁大都会票

务云支付 
      505.45  

项目正常进行中，尚

未达到结算时点 

徐州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自

动售检票系统 

   2,396.83    1,383.00      409.27  
项目正常进行中，尚

未达到结算时点 

沈阳地铁九号线一

期工程自动售检票

系统 

   1,460.69  300.00     380.59  
项目正常进行中，尚

未达到结算时点 

西安市地铁四号线

自动售检票系统 
   9,675.35    8,903.33      348.20  

项目正常进行中，尚

未达到结算时点 



合计   31,669.12  29,416.65   3,393.26   

占比   81.30%  

上述项目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的情形，交易对手

方的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变化，相关项目结算和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故未计提相应的跌价准备。 

 

（3）结合你公司长短期负债金额及占比，短期负债到期日情况

等，说明在货币资金大幅减少和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为负的情况下，

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风险，你公司拟采取的改善现金流和

短期偿债能力的措施。 

回复： 

公司资产负债及偿债指标情况见下表： 

年度 

流动负债

金额 

（万元） 

长期负债（递

延收益）金额

（万元） 

营运资金

（万元）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 

2016 11,697.83  200.00  26,889.04 23.75% 329.86% 273.07% 1.46 

2017 12,322.10  245.94  27,930.84 24.47% 326.67% 279.68% 1.27 

2018 16,362.91  321.60  26,251.6 31.16% 260.43% 200.61% 0.75 

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

况及主要偿债指标来看，公司具有较为理想的资产结构，偿债能力较

强。且目前公司没有银行贷款或对外借款，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可以

支持公司目前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存在流动性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

没有不利影响。 

随着项目的进展，公司将收到项目进度款项，同时，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并提高应收账款回笼指标在相关人员业绩



考核中的占比，以持续改进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4. 年报披露，截至 2018 年末，“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 1 号

线一期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AFC)”项目的执行进度为 0，已收到回款

804.05 万元，合并报表列示的预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469.06 万元；一

季报显示，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该项目执行进度依然为 0，已收

到回款 1,608.09 万元，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 1,059.17 万元，该项目

尚未确认收入。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合同签订时间、合同金

额和款项支付条款、项目建设周期和执行进度安排等，说明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执行进度依然为 0 的原因，项目实施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执行进度为 0 却持续收到回款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自动售检票项目的

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 内容 备注 

合同签订时间 2018 年 11 月  

合同金额 89,800,000 元人民币  

合同中款项支付条件 16.2 付款 

16.2.1 首付款  

合同生效后，买方支付卖方签约合同价

格(不包含安装费)的百分之十（10％）：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已于 2019 年 1 月已

收到“首付款”

8,040,462.90 元。 

项目建设周期 2018 年 11 月 ~ 2019 年 12 月  

执行情况 按照项目计划推进，预计 2019 年度可初步

完成项目建设。 

 

2018 年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该项目收款金额有误，项目期后收

款性质为预收款，项目处于前期准备阶段，项目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 



 

（2）核实项目回款金额和预收账款金额是否有误，如是，请予

以更正；如否，请补充披露收到项目回款的会计处理过程，是否存在

回款未全额计入预收款项核算的情形及原因，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

关要求。 

回复： 

项目回款金额和预收账款金额统计有误，更正：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收款金额是 0 元，2019 年 1 月 10 日收到呼和浩特市地

铁一号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预付账款 8040462.90 元。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累计预收账款金额是 8040462.90 元。 

 

（3）核实财务报表附注中列示的其他重大销售合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回款金额是否有误，如是，请予以更正。 

回复：2018 年年报中第四节 2、（4）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

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原表：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

类型 

项目执

行进度 

本期确认收

入 

累计确认收

入 
回款情况 

项目进

展是否

达到计

划进度

或预期 

未达到

计划进

度或预

期的原

因 

西安市地铁四号

线自动售检票系

统集成 

131,958,51

3.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85.25% 
17,316,918

.37 

96,753,515

.93 

89,033,34

9.93 
是   

大连地铁工程自

动售检票(AFC)系

统总承包二标段 

111,858,28

9.48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84.74% 0.00 
81,136,639

.75 

71,039,13

4.40 
否 

整体建

设工程

项目延

期 



"宁波市轨道交通

第二轮建设及宁

波至奉化城际铁

路工程自动售检

票（AFC）系统集

成采购 I 标段 

110,731,47

0.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10.64% 
10,256,365

.90 

10,256,365

.90 

11,785,50

0.00 
是   

呼和浩特市城市

轨道交通 1 号线

一期工程自动售

检票系统(AFC) 

89,800,000

.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0.00% 0.00 0.00 
8,040,462

.90 
是   

济南市轨道交通

R1 号线工程自动

售检票系统 

73,780,000

.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64.05% 
35,200,974

.72 

40,807,207

.59 

29,502,18

2.27 
是   

"徐州城市轨道交

通 1 号线一期工

程自动售检票系

统 

72,871,794

.87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38.15% 
23,968,326

.79 

23,968,326

.79 

13,830,00

0.00 
是   

2018 年年报中第四节 2、（4）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

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更正后：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

类型 

项目执

行进度 

本期确认收

入 

累计确认收

入 

截止

2018.12.31 

回款情况 

项目进

展是否

达到计

划进度

或预期 

未达到计

划进度或

预期的原

因 

西安市地铁四号线

自动售检票系统集

成 

131,958,513

.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85.25% 
17,316,918.

37 

96,753,515.

93 

89,033,349

.93 
是   

大连地铁工程自动

售检票(AFC)系统总

承包二标段 

111,858,289

.48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84.74% 0.00 
81,136,639.

75 

70,464,368

.40 
否 

整体建设

工程项目

延期 

宁波市轨道交通第

二轮建设及宁波至

奉化城际铁路工程

自动售检票（AFC）

系统集成采购 I标段 

110,731,470

.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10.64% 0.00 
10,256,365.

90 

11,033,687

.00 
是   

呼和浩特市城市轨

道交通 1 号线一期

工程自动售检票系

统(AFC) 

89,800,000.

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0.00% 0.00 0.00 0.00 是   



济南市轨道交通 R1

号线工程自动售检

票系统 

73,780,000.

00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64.05% 
35,200,974.

72 

40,807,207.

59 

20,433,556

.50 
是   

徐州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自

动售检票系统 

72,871,794.

87 

信息

系统

集成

服务 

38.15% 
23,968,326.

79 

23,968,326.

79 

7,350,000.

00 
是   

 

2019 年 1 季报中的第三节 二、重大已签订订单及进展情况原表：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类型 
项目执

行进度 
本期确认收入 累计确认收入 回款情况 

西安市地铁四号线

自动售检票系统集

成 

131,958,513.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85.25% 0.00 96,753,515.93 89,033,349.93 

大连地铁工程自动

售检票(AFC)系统总

承包二标段 

111,858,289.48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84.74% 0.00 81,136,639.75 71,039,134.40 

"宁波市轨道交通

第二轮建设及宁波

至奉化城际铁路工

程自动售检票

（AFC）系统集成采

购 I 标段 

110,731,470.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10.64% 0.00 10,256,365.90 11,785,500.00 

呼和浩特市城市轨

道交通 1 号线一期

工程自动售检票系

统(AFC) 

89,800,000.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0.00% 0.00 0.00 16,080,925.80 

济南市轨道交通 R1

号线工程自动售检

票系统 

73,780,000.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73.12% 2,207,737.41 43,014,945.00 38,570,808.04 

"徐州城市轨道交

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自动售检票系统 

72,871,794.87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55.71% 11,025,945.48 34,994,272.27 20,310,000.00 

合计 591,000,067.35     13,233,682.89 266,155,738.85 246,819,718.17 

2019 年 1 季报中的第三节 二、重大已签订订单及进展情况更正

后：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类型 
项目执

行进度 

截止

2019.03.31 

本期确认收入 

截止

2019.03.31 

累计确认收入 

截止 2019.03.31 

回款情况 

西安市地铁四号线

自动售检票系统集

成 

131,958,513.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85.25% 0.00 96,753,515.93 89,033,349.93 

大连地铁工程自动

售检票(AFC)系统总

承包二标段 

111,858,289.48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84.74% 0.00 81,136,639.75 70,464,368.40 

"宁波市轨道交通

第二轮建设及宁波

至奉化城际铁路工

程自动售检票

（AFC）系统集成采

购 I 标段 

110,731,470.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10.64% 0.00 10,256,365.90 11,033,687.00 

呼和浩特市城市轨

道交通 1 号线一期

工程自动售检票系

统(AFC) 

89,800,000.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0 0.00 0.00 8,040,462.90 

济南市轨道交通 R1

号线工程自动售检

票系统 

73,780,000.00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73.12% 2,207,737.41 43,014,945.00 29,502,182.27 

"徐州城市轨道交

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自动售检票系统 

72,871,794.87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55.71% 11,025,945.48 34,994,272.27 13,830,000.00 

合计 591,000,067.35     13,233,682.89 266,155,738.85 221,904,050.50 

 

5. 年报披露，你公司大连地铁工程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总承包

二标段项目因整体建设工程延期而未达计划进度，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11,185.82 万元，目前已确认收入 8,113.66 万元，已收到回款 7,103.91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最新进展情况、预计

恢复项目建设的时间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前述情

况、客户履约能力和信用特征以及历史回款情况，说明项目是否会存

在较大的回款风险及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回复： 

大连地铁 2号线自动售检票AFC系统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亿零

捌佰贰拾伍万伍仟叁佰元整（￥108,255,300.00），该项目包括有一个

控制中心、一个车辆段、26 个车站；在 2016 年在原合同基础上签了

一份增补合同《大连地铁 2 号线东港延伸线（海之韵站、海之韵站至

东海站区间）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

民币叁佰陆拾万贰仟玖佰捌拾玖元肆角捌分（￥3,602,989.48），增加

了 1 个站的设备（海之韵站）。 

该项目一期包括控制中心、车辆段、16 个车站的供货及安装，

并已经于 2015 年 5 月份开通运营。东港、东海、海之韵站于 2017

年 6 月开通，辛寨子站于 2018 年 6 月开通。 

截止 2018 年底，合同中还有 7 个站（前革、中革、革镇堡、后

革、卫生中心、体育中心、南关岭镇）通用设备采购完成（伴随一期

同步采购）、专用设备基本加工完毕，未完成供货及安装，主要受制

于地铁建设前期土建施工的滞后。自动售检票 AFC 系统属于地铁建设

的后期专业，需要等待相关系统、专业完成后再进行供货及安装。目

前，这 7 个站土建进度已经加快，6 个站已经进入管线预埋，预估土

建可以在 2019 年完工，预期 AFC 系统安装可以在 2020 年完成。2019

年，争取确认收入 7 个站的到货款，2020 年，争取确认收入 7 个站

的验收款。如果 7 个站可以顺利验收和开通，大连项目将极大降低回

款风险和坏账计提准备。 

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大连地铁业主为受政府直接



管理的国有企业，且相关项目的建设预算已在立项阶段落实，同时各

地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历史付款情况正常，从未发生过因建设资金问题

影响项目进度或坏账情况。因此公司认为大连项目回款风险较低，同

时公司已按照应收账款会计政策按照账龄计提了约 43%的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备查文件 

1、《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上海华虹计通智

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1）结合历史年度收入季节性变动情况，说明2018年前三季度收入同比大幅下滑、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情形，并结合2015年以来毛利率、成本费用率等变动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调节利润以规避暂停上市的情形。
	单位：万元
	由于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来自于项目建设，而且AFC业务的项目单个合同金额较大，执行周期较长，确认收入与项目执行的进度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同年度、季度间业务收入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
	前五个项目在第四季度销售确认占比较大，下述详细解释主要项目在2018年全年的确认情况。
	项目一，徐州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2017年中标，2017年末项目启动，2018年的935万和1461万都是设备到货款，以业主开具的收货签收单为主要依据做销售收入确认。
	项目二，西安地铁“互联网+”手机二维码扫码过闸改造项目，项目于2018年6月启动，2018年11月部分工作完工和验收，做销售收入确认。
	项目三，天津轨道交通智能支付平台系统设备采购及其服务项目，项目在2018年3月中标，2018年10月完工验收，做销售收入确认。
	项目四，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集成设备及软件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中标，2018年启动，按照项目计划节点，设备的到货款应该在第三和第四季度，以客户的签收单为主要依据做销售收入确认。
	项目五，济南市轨道交通R1号线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2018年设备逐步发到现场，按照项目执行的节点（设备到货款和技术服务进度款等），以客户的签收单为主要依据做销售收入确认，济南R1号线已于2019年5月开通。
	综上所述，2018年四季度销售收入增加是由于各个项目按节点正常执行，从而在四季度形成销售收入，并无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相关主营业务收入及成本，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公司2015年至2018年毛利率、成本费用率变动情况如下：
	（2）补充披露轨道交通AFC系统业务（以下简称“AFC业务”）近五年实现的收入和利润，并结合其变化趋势和轨道交通行业的政策变化和发展趋势说明AFC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
	单位：万元
	从2014年到2018年，总体AFC业务收入保持增长趋势，2015年和2016年AFC市场竞争激烈，造成业务量和项目毛利率降低，2017年和2018年 AFC市场趋于稳定发展，项目毛利率也逐渐稳定，处于正常波动范围。
	（3）结合智慧城市业务中各传统业务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竞争状况和你公司经营现状，说明传统业务大幅下滑且报告期内出现亏损的原因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补充说明智慧城市业务中新业务在报告期内实现的收入和利润、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盈利模式、在手项目和已签合同的数量和金额等，并结合你公司新技术开发情况、近五年来研发投入的变化、客户粘合度、项目实施和管理能力等，说明你公司进军智慧城市新业务领域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预计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及依据，并充分提示布局新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
	单位：万元
	注：2016年底公司将原有的一卡通业务与RFID应用业务合并为智慧城市业务。
	2. 年报披露，近年来你公司员工总人数、技术人员数量和核心技术人员数量持续下滑，技术人员不断流失。2018年末公司在职员工仅189人，报告期内核心技术人员离职3人，目前核心技术人员占在职员工数量的12.3%。你公司又称拥有一支由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终端产品研发等工程师组成的优秀研发队伍，因此在相关行业保持技术领先地位。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近三年来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包括离职和新聘的员工数量和岗位类别，说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三年中核心技术人员保持正常流动情况，总体核心技术人员数量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智慧城市事业部进行业务转型，从一卡通和RFID业务转向智慧园区和智慧工厂领域，对于技术核心人才的需求也有所变化，除了招聘新技术核心人员外，也需要时间培养新技术核心人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司认为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动有利于公司业务的转型。
	在公司经营业绩不理想的情况下，非核心人员的总体数量是下降的，这也体现了公司降本增效的策略。
	（2）补充说明目前研发队伍的人数和具体构成，并结合（1）所述情况及AFC业务和智慧城市业务对技术人员的需求，说明技术人员尤其是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是否持续，是否严重降低了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是否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两个事业部研发队伍的人数和具体构成：研发及工程技术人员36人，占团队人数75%。智慧城市事业部研发及工程技术人员32人，占团队人数80%。
	2016年至2018年三年内AFC部门核心技术人员离职１人，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比例非常小，对AFC业务基本没有影响。
	智慧城市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数量较多，原因一是2016年组织架构调整（一卡通事业部和RFID事业部整合为一个智慧城市事业部），造成部分技术核心流失，另一个原因是智慧城市事业部做战略转型，一些不适应新业务和新技术的核心人员自愿选择离职，同时，因为需要服务新战略而引入了一些适合的核心人员，这些新核心人员对战略调整、发展以及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动，并未降低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公司的经营发展不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3）结合各岗位工资水平变化及原因，说明在职员工数量下滑的情况下，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中工资费用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单位：万元
	3. 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68.40万元，连续两年为负；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6,475.43万元，同比减少28.61%，主要系支付新增项目采购款所致；存货余额为6,645.34万元，同比增加75.48%，主要系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增加2,479.56万元所致；应付账款余额为15,209.70万元，同比增加31.67%，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新增项目和对应客户的名称、项目进展阶段、各项目增加的采购金额、现金支付的比例及相关供应商提供的信用期情况，并结合前述情况及近两年新增项目的对比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新增项目采购款较去年大幅增加的原因，以及因新增采购导致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的同时应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2018年度新增项目采购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度在建主要是西安四号线AFC项目和上海3、4号线改造项目，2018年度在建项目较多且执行期集中，故新增项目采购金额较去年增加，新增采购导致货币资金减少，同时应付账款增加。其中AFC项目进口模块的采购占比较大，且需要在到货前全额付款。所以报告期内新增采购导致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的同时应付账款大幅增加的是公司实际项目实施需要，具备合理性。
	（2）补充披露“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项目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具体情况、未结算的原因、截至目前的结算及收款情况等，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的情形，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相关项目结算和回款是否存在重大风险以及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3）结合你公司长短期负债金额及占比，短期负债到期日情况等，说明在货币资金大幅减少和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为负的情况下，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风险，你公司拟采取的改善现金流和短期偿债能力的措施。
	公司资产负债及偿债指标情况见下表：
	随着项目的进展，公司将收到项目进度款项，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并提高应收账款回笼指标在相关人员业绩考核中的占比，以持续改进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4. 年报披露，截至2018年末，“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AFC)”项目的执行进度为0，已收到回款804.05万元，合并报表列示的预收账款期末余额为469.06万元；一季报显示，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该项目执行进度依然为0，已收到回款1,608.09万元，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1,059.17万元，该项目尚未确认收入。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合同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和款项支付条款、项目建设周期和执行进度安排等，说明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执行进度依然为0的原因，项目实施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执行进度为0却持续收到回款的原因和合理性。
	2018年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该项目收款金额有误，项目期后收款性质为预收款，项目处于前期准备阶段，项目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核实项目回款金额和预收账款金额是否有误，如是，请予以更正；如否，请补充披露收到项目回款的会计处理过程，是否存在回款未全额计入预收款项核算的情形及原因，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项目回款金额和预收账款金额统计有误，更正：截止2018年12月31日实际收款金额是0元，2019年1月10日收到呼和浩特市地铁一号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预付账款8040462.90元。截止2019年3月31日累计预收账款金额是8040462.90元。
	（3）核实财务报表附注中列示的其他重大销售合同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回款金额是否有误，如是，请予以更正。
	2018年年报中第四节 2、（4）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更正后：
	2019年1季报中的第三节 二、重大已签订订单及进展情况原表：
	2019年1季报中的第三节 二、重大已签订订单及进展情况更正后：
	5. 年报披露，你公司大连地铁工程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总承包二标段项目因整体建设工程延期而未达计划进度，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1,185.82万元，目前已确认收入8,113.66万元，已收到回款7,103.91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最新进展情况、预计恢复项目建设的时间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前述情况、客户履约能力和信用特征以及历史回款情况，说明项目是否会存在较大的回款风险及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回复：
	大连地铁2号线自动售检票AFC系统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亿零捌佰贰拾伍万伍仟叁佰元整（￥108,255,300.00），该项目包括有一个控制中心、一个车辆段、26个车站；在2016年在原合同基础上签了一份增补合同《大连地铁2号线东港延伸线（海之韵站、海之韵站至东海站区间）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叁佰陆拾万贰仟玖佰捌拾玖元肆角捌分（￥3,602,989.48），增加了1个站的设备（海之韵站）。
	该项目一期包括控制中心、车辆段、16个车站的供货及安装，并已经于2015年5月份开通运营。东港、东海、海之韵站于2017年6月开通，辛寨子站于2018年6月开通。
	截止2018年底，合同中还有7个站（前革、中革、革镇堡、后革、卫生中心、体育中心、南关岭镇）通用设备采购完成（伴随一期同步采购）、专用设备基本加工完毕，未完成供货及安装，主要受制于地铁建设前期土建施工的滞后。自动售检票AFC系统属于地铁建设的后期专业，需要等待相关系统、专业完成后再进行供货及安装。目前，这7个站土建进度已经加快，6个站已经进入管线预埋，预估土建可以在2019年完工，预期AFC系统安装可以在2020年完成。2019年，争取确认收入7个站的到货款，2020年，争取确认收入7个站的验收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