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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西人防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华西人防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反馈意见》 

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重庆华西人防工程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重庆华西人防工程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人防”、“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主办券商”）以及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

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

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重

庆华西人防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

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关于重庆华西人防工程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

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相同。 

二、本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补充披露、更新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补充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客户群体发生改变，公司

2016 年以前客户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商，2016 年公司成功拓展地铁业务。请公司

结合行业状况及市场前景、核心资源要素及竞争力、市场开发能力及新业务拓展



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稳定性、资金筹资能力、期后新业务签订合同及期后收

入实现情况等评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

确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在原有的普通人防业务基础上新增了地铁人防业务，从而丰

富了公司的产品种类，增加了公司的客户类型，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以及

持续经营能力。 

（1）行业状况及市场前景 

①行业状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安装，公司属

于“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之“C3595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制造业”。而人

防工程防护设备生产和安装企业必须要取得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颁发的《人民防

空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书》。根据《国家人防办关于印发《人

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人防〔2014〕438 号)第二

十八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没有防护设备生产安装企业的，

其人民防空工程所需防护设备可以向邻近区域内防护设备列入目录的企业采购。”

故该业务的开展受地域限制，公司仅能在重庆市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 

在重庆区域，具有《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书》

资质的企业仅 10 余家，在地铁业务方面，仅有 3 家企业具有从事地铁业务的生

产、安装能力，除华西人防以外，另外 2 家企业为重庆华厦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泰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2 年，系重庆市第二家具有从事人

防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资质的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重庆区域内，目前收入

规模能与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仅有重庆华厦人防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泰吉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公司在区域内竞争能力位于前三甲。 

经过公司多年的经营，公司已形成成熟的市场营销模式，市场部对区域内市

场情况跟踪较为紧密，对政府的规划情况较为熟悉，且公司产品质量较好，客户

认可度较高，公司的销售人员与各大房地产开发商较为熟悉，故在重庆区域进行

项目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有项目时，一般会主动与公司联系。 

②市场前景 



从普通人防业务市场来看，公司自 2002 年成立至今，已逾 15 年，普通人防

业务系公司的基础业务。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公司普通人防业务谈定的

合同金额分别为 36,238,131.00 元，19,118,014.00 元及 40,311,615.52 元。2016 年

普通人防业务大幅下降主要系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公司普通人防业务受下游

行业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从重庆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来看，2016 年 1-10 月重庆

区域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故对公司合同签订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二，公司 2016

年对普通人防业务的客户以及项目类型进行了选择，2016 年公司主要与龙湖地

产、保利地产及招商地产等全国性大型客户合作，而项目主要为商业住宅一体化

的毛利率较高的优质项目，放弃了重庆当地的小型开发商客户以及普通住宅、安

置房等毛利率较低的项目。公司 2017 年普通人防业务谈定合同金额大幅增加，

主要系自 2016 年 10 月份起至 2017 年底，重庆市的房地产平均单价由约 7000

元/平方米增至约 12000 元/平方米，增幅超过 70%，随着重庆市房地产行业的回

暖，公司 2017 年的普通人防业务合同较 2016 年有所增加。此外，公司目前正在

大力拓展重庆市主城九区以外的区域市场，如万州区、长寿区、永川区、綦江区

等重庆市政府重点发展的区域，因公司从事普通人防业务多年，拥有丰富的经验

以及专业技术能力，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已与龙湖地产、保利地产及招商地

产等全国性大型客户合作紧密，而公司将业务市场拓展到主城九区以外，这将为

公司普通人防业务带来新的收入增长点。 

从地铁人防业务市场来看，公司于 2016 年 5 月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签订了 17,850,849.00 元的地铁 10 号线业务合同，于 2016 年 12 月与广

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了 11,954,700.00 元的地铁 5 号线业务合同，由

于地铁项目周期较长，故上述合同将按照完工进度将在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逐步确认收入。此外，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已处于第二轮建设规划（2012-2020

年），目前尚有 10 号线二期、9 号线一期、9 号线二期、6 号线支线二期等四个

项目尚未完成合同签约工作，而上述项目签约工作预计在 2018 年底前完成，上

述四个项目的人防设备及工程预计合同金额为 1.5 亿元。而公司早在 2016 年 11

月已经启动上述地铁人防项目的跟踪工作，数次拜访轨道公司，以及项目的承建

方中国建筑集团。公司在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设计院的合作中，

数次得到其关于产品质量，安装进度，项目服务等方面的赞赏，公司亦是重庆地



区人防设备及工程供应商中唯一没有受过处罚的公司。公司在业主方（重庆轨道

公司）组织的数次相关验收中三次得到业主方的表扬。由于重庆市区域内，具备

从事地铁人防业务的具有人防相关资质的公司共 3 家，而公司在重庆地铁 5 号线

及 10 号线项目中获取了较好的口碑，故公司预计至少将签订 5000 万元的地铁人

防业务合同。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至 2050 年，重庆市将建成 18 条轨

道交通线路，故地铁人防业务亦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主要板块。 

由此可见，公司无论是普通人防业务还是在地铁人防业务均有较好市场前景，

公司通过多年的发展，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未来发展趋势较好。 

（2）核心资源要素及竞争力 

①核心资源要素 

A、领先的市场地位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系重庆市第二家具有从事人防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资

质的公司，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人防工程专用设备的生产、销售及安装。创始人

杨忠海在技术层面和经营层面得到了市场以及相关同行业其他公司的高度认可，

在行政主管部门历年主持的年检及评比中（2012-2017 年）一直位列三甲。凭借

在区域行业内深耕多年的专业经验，以及对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的综合把握，公

司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加强综合服务能力，从而在区域内赢得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目前公司防护产品在区域内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近些年，随着区域内轨道交通

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不断投建，公司倾心打造的营销团队逐渐发力，公司从之

前以房地产行业为核心客户群的单一客户模式逐渐过渡到房地产客户和基础设

施（主要是轨道交通）客户的双客户群模式，客户群的丰富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提

供了源动力，也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区域行业内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地位。 

B、产品质量及技术优势 

人防设备对产品质量具有严格的要求，生产及安装过程中的生产工艺流程和

质量检验要求均需要根据行业的规范标准严格执行。为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公司

引入国际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通过外部引入和内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员

工专业技术水平。同时，公司不断完善质量控制流程及制度，目前已通过

IS09001:2008 质量认证体系。公司实行全流程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活动贯穿于产

品研发、原材料采购、生产、检测、安装，直至客户最终验收。产品验收后公司



仍及时跟踪产品的使用情况，完善质量监控体系，以最大限度提升客户对产品质

量的满意度。公司产品质量优良、使用寿命长、防护产品系列齐全、服务跟踪及

时到位，现已得到区域内客户一致高度认可，公司也借此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声誉

和品牌优势。 

C、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扎根重庆区域市场，积极培育和挖掘客户资源，现已积累了一批广泛

而稳定的客户。在房地产客户方面，公司已与恒大地产、保利地产、龙湖地产、

协信地产、融汇地产等知名地产公司保持有合作项目；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客户方

面，公司也已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②竞争力 

在重庆区域，具有《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书》

资质的企业仅 10 余家，在地铁业务方面，仅有 3 家企业具有从事地铁业务的生

产、安装能力。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有较为丰富的项目经验，有较为稳定的市

场团队以及专业能力较强的技术团队，对于施工难度较大的地铁人防项目以及商

住一体化人防项目，公司均有成功项目经验，公司已在该业务领域获得较好的口

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系重庆市第二家具有从事人防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资

质的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区域内，目前收入规模能与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仅

有重庆华厦人防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泰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公司在区

域内竞争力位于前三甲。 

（3）市场开发能力及新业务拓展情况 

①市场开发能力 

在普通人防业务方面，公司自 2002 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人防工程专用

设备的生产、销售及安装。经过公司过年的经营，公司已形成成熟的市场营销模

式，市场部对区域内市场情况跟踪较为紧密，对政府的规划情况较为熟悉，且公

司产品质量较好，客户认可度较高，公司的销售人员与各大房地产开发商较为熟

悉，故在重庆区域进行项目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有项目时，一般会主动与公司联

系。公司已与龙湖地产、保利地产及招商地产等全国性大型客户合作紧密，并与

保利地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公司目前正在大力拓展重庆市主城九区以外的区域



市场，如万州区、长寿区、永川区、綦江区等重庆市政府重点发展的区域，目前

已与重庆市康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谈定位于綦江区“綦江康德城市花园”项

目，拟签约合同金额为 9,899,642.00 元。  

在地铁人防业务方面，重庆轨道交通人防设备总承包，采取的是设计院总承

包模式，重庆地区从 2014 年起，轨道总承包单位就一直为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

究院和广州地铁设计院。公司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的合作最为紧密，在后

续的 10 号线 2 期和 9 号线 1 期的地铁人防项目追踪中，公司早在 2016 年 11 月

启动关于 9 号线地铁人防项目的跟踪工作，数次拜访轨道公司，以及承建方中国

建筑集团。而在与广州地铁设计院的合作中，公司数次得到广州地铁设计院关于

产品质量，安装进度，项目服务等方面的肯定，公司亦是重庆地区人防设备及工

程供应商中唯一没有受过处罚的公司。公司在业主方（重庆轨道公司）组织的数

次相关验收中三次得到业主方的表扬。由于重庆市区域内，具备从事地铁人防业

务的具有人防相关资质的公司共 3 家，而公司在重庆地铁 5 号线及 10 号线业务

中获取了较好的口碑，故公司至少将签订 5000 万元的地铁人防业务合同。 

由此可见，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客户关系较为紧密，有较强的销售队伍，

市场开发能力较强。 

②新业务拓展情况 

报告期后，公司普通人防业务拓展情况较好，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已谈定的

合同金额为 25,799,079.00 元，而地铁人防业务尚未开始签约，预计 2018 年进行

10 号线二期、9 号线一期、9 号线二期、6 号线支线二期等四个项目的合同签约

工作，而上述项目签约工作预计在 2018 年底前完成，上述四个项目的人防设备

及工程预计合同金额为 1.5 亿元，公司预计至少将签订 5000 万元的地铁人防业

务合同。 

（4）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稳定性 

①主要客户稳定性 

普通人防业务方面，公司 2016 年对普通人防业务的客户以及项目类型进行

了选择后，主要与龙湖地产、保利地产及招商地产等全国性大型客户合作，参与

商业住宅一体化的优质项目，公司的业务能力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及认可，并

已与保利地产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从公司目前正在执行的合同来看，公司普通



人防业务的主要客户较为稳定，主要客户为保利地产、招商地产。 

地铁人防业务方面，重庆轨道交通人防设备总承包，采取的是设计院总承包

模式，重庆地区从 2014 年起，轨道总承包单位就一直为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和广州地铁设计院。公司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设计院的合作

较为紧密。在地铁 10 号线以及 5 号线的合作中，公司数次得到客户关于产品质

量，安装进度，项目服务等方面的肯定，公司亦是重庆地区人防设备及工程供应

商中唯一没有受过处罚的公司。公司在业主方（重庆轨道公司）组织的数次相关

验收中三次得到业主方的表扬。故公司地铁人防业务的主要客户较为稳定，主要

客户为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设计院。 

②主要供应商稳定性 

由于公司从事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安装，其主要原

材料为钢材，基于产品质量的要求，公司对钢材的型号、规格、硬度等指标有较

为严格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拥有较为稳定的供应商，公司每年年初会

与主要供应商签订全年的框架协议。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为唐山市丰润区鑫亿源钢

铁有限公司、重庆市川王商贸有限公司、重庆盟然物资有限公司、重庆豪泽物资

有限公司等。 

（5）资金筹资能力 

公司目前的筹资渠道主要为银行贷款及原始股东增资。从银行贷款来看，公

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均有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公司曾于 2015 年 1 月获取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为 5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2016 年 1 月 7 日，而公司实际仅向其贷款

50 万元，并提前半年还清贷款，公司未发生贷款逾期不还或不按时归还银行利

息的情形，公司具有较好的贷款信用，如公司有资金需求，可向上述银行进行贷

款。从原始股东增资来看，公司自然人股东杨宇、杨忠海均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其还控制多家环保公司、房地产公司，2017 年 2 月，杨宇曾以现金方式出资

1300.012 万元对公司进行增资。自然人股东杨宇、杨忠海承诺，若公司有资金需

求，其将以自有资金通过增资方式投入公司，以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 

由此可见，公司具有较强的资金筹资能力。 

（6）期后新业务签订合同及期后收入实现情况 



①期后新业务签订合同情况 

报告期后，公司普通人防业务拓展情况较好，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已谈定的

合同金额为 25,799,079.00 元，而地铁人防业务尚未开始签约，预计 2018 年进行

10 号线二期、9 号线一期、9 号线二期、6 号线支线二期等四个项目的合同签约

工作，上述四个项目的人防设备及工程预计合同金额为 1.5 亿元，公司至少将签

订 5000 万元的地铁人防业务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区域 销售内容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日期 

1 
北京城建重庆地产有限

公司 

北京城建-

云熙台 

重庆市九龙

坡区 

人防门、框

及安装工程 
1,977,033.00 

2017 年 7 月

10 日 

2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

限公司 

保利江上明

珠 

重庆市江北

区 

人防门、框

及安装工程 
1,098,044.00 

2017 年 8 月

25 日 

3 
重庆通江人防工程设备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重庆市綦江

区 
人防设备 151,340.00 2017 年 9 月 

4 
重庆远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远洋九曲河 

重庆市渝北

区 

人防门、框

及安装工程 
5,790,000.00 

2017 年 10

月 30 日 

5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

限公司 
保利•堂悦 

重庆市南岸

区 

人防门、框

及安装工程 
1,257,454.00 

公司已盖

章，客户目

前正在做用

印送审 

6 
重庆葆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保利•溉澜

溪 

重庆市江北

区 

人防门、框

及安装工程 
3,500,000.00 

公司已盖

章，客户目

前正在做用

印送审 

7 
重庆荣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荣盛城观云

郡 

重庆市九龙

坡区 

人防门、框

及安装工程 
2,125,566.00 

公司已盖

章，客户目

前正在做用

印送审 

8 
重庆市康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綦江康德城

市花园 

重庆市綦江

区 

人防门、框

及安装工程 
9,899,642.00 

正在洽谈合

同细节 

合计 25,799,079.00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公司普通人防业务谈定的合同金额分别为

36,238,131.00 元，19,118,014.00 元及 40,311,615.52 元。公司 2017 年普通人防业



务谈定合同金额大幅增加，主要系从 2016 年 10 月份起至 2017 年底，重庆市的

房地产平均单价由约 7000 元/平方米增至约 12000 元/平方米，增幅超过 70%，

随着重庆市房地产行业的回暖，公司 2017 年的普通人防业务合同较 2016 年有所

增加。此外，公司目前正在大力拓展重庆市主城九区以外的区域市场，如万州区、

长寿区、永川区、綦江区等重庆市政府重点发展的区域，目前已与重庆市康德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谈定位于綦江区“綦江康德城市花园”项目，拟签约合同金

额为 9,899,642.00 元。 

②期后收入实现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期后实现收入 18,425,705.16 元，具体情况如

下： 

客户 项目名称 收入金额（元） 

桃源居（重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桃源居七区             29,215.97  

重庆恒大君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恒大雅苑             24,847.83  

重庆怡置北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怡置北郡          673,009.95  

重庆远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远洋城          254,181.61  

重庆市招商置地开发有限公司 长嘉汇          191,969.82  

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江津中心医院          298,576.00  

重庆华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宇天宫花城          285,177.06  

重庆诗城置业有限公司 蘭亭.新都汇          322,932.11  

重庆葆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观塘.涛园             96,165.03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0 号线       9,826,168.34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5 号线       3,327,067.77  

重庆中迪禾邦实业有限公司 中迪广场          376,081.37  

重庆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观澜.悦城          680,816.27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五一技校          450,521.50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保利天汇董家溪          494,646.07  

北京城建重庆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云熙台          964,978.04  

重庆通江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29,350.42  

总计     18,425,705.16  

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未审利润表如下： 

利润表 

                项    目 累计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                           30,054,173.88 

    减：营业成本                         21,100,357.5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7,797.41 

        销售费用 694,483.43 

        管理费用 4,413,230.59 



        财务费用 -6,822.01 

        资产减值损失 440,00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225,126.9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0,832.1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214,294.79 

    减：所得税费用                             482,144.2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53,340.28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2,753,340.28 

如上表所示，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未审营业收入为

30,054,173.88 元，较 2016 年的营业收入 33,648,249.82 元减少 3,594,075.94 元，

下降比例为 10.68%，公司项目周期较长，一般为两年左右，公司按照项目完工

百分比确认收入，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营业收入下降主要

受 2016 年普通人防业务签约合同金额较少影响，但公司 2017 年普通人防业务谈

定合同金额为 40,311,615.52 元，较 2016 年的合同金额 19,118,014.00 元增加

21,193,601.52 元，增幅为 110.86%，故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呈增长态势。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未审净利润为 2,753,340.28 元，较 2016 年的

1,598,924.73 元增加 1,154,415.55 元，增幅为 72.20%，主要系公司 2016 年对普通

人防业务的客户以及项目类型进行了选择，2016 年公司主要与龙湖地产、保利

地产及招商地产等全国性大型客户合作，而项目主要为商业住宅一体化的毛利率

较高的优质项目，放弃了重庆当地的小型开发商客户以及普通住宅、安置房等毛

利率较低的项目，此外地铁人防业务毛利率也相对较高，故公司 2017 年盈利能

力大幅提高。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普通人防业务及地铁人防业务均有较好

的发展趋势，公司已与主要客户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已获得较为充足的业

务订单，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方式 

①查阅期后工程完工进度确认表、完成工程量审批表，期后签订的销售合同、

销售台账以及公司会计账簿； 

②获取公司出具的说明以及承诺，获取公司提供的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未审财务报表等； 

③查阅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www.cqmetro.cn），获取重

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④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市场部、财务部相关人员； 

⑤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竞争状况； 

⑥查阅重庆市民防办公室官网（http://bmf.cq.gov.cn），了解公司行业排名情

况，总结公司市场竞争地位、竞争优势。 

（2）核查内容 

①行业状况及市场前景 

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及市场部人员，查阅重庆市民防办公室官网等公开资料，

了解到，在重庆区域，具有《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

书》资质的企业仅 10 余家，在地铁业务方面，仅有 3 家企业具有从事地铁业务

的生产、安装能力，除华西人防以外，另外 2 家企业为重庆华厦人防工程有限公

司、重庆泰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在区域内竞争能力位于前三甲。 

通过查阅公司销售台账，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公司普通人防业务谈

定的合同金额分别为 36,238,131.00 元，19,118,014.00 元及 40,311,615.52 元。公

司 2017 年普通人防业务谈定合同金额大幅增加，主要系 2016 年从 10 月份起至

2017 年底，重庆市的房地产平均单价由约 7000 元/平方米增至约 12000 元/平方

米，增幅超过 70%，随着重庆市房地产行业的回暖，公司 2017 年的普通人防业

务合同较 2016 年有所增加。此外，公司目前正在大力拓展重庆市主城九区以外

的区域市场，如万州区、长寿区、永川区、綦江区等重庆市政府重点发展的区域，

目前已与重庆市康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谈定位于綦江区“綦江康德城市花园”

项目，拟签约合同金额为 9,899,642.00 元。 

通过查阅公司销售台账，公司于 2016 年 5 月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签订了 17,850,849.00 元的地铁 10 号线业务合同，于 2016 年 12 月与广州

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了 11,954,700.00 元的地铁 5 号线业务合同，因地

铁项目周期较长，故上述合同将按照完工进度将在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逐步确认收入。通过查阅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官网，了解到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

已处于第二轮建设规划（2012-2020 年），目前尚有 10 号线二期、9 号线一期、9

号线二期、6 号线支线二期等四个项目尚未完成合同签约工作，通过访谈得知上

述四个项目的人防设备及工程预计合同金额为 1.5 亿元，而公司早在 2016 年 11

月已经启动上述地铁人防项目的跟踪工作，数次拜访轨道公司，以及项目的承建

方中国建筑集团。公司在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设计院的合作中，

数次得到其关于产品质量，安装进度，项目服务等方面的赞赏，公司亦是重庆地

区人防设备及工程供应商中唯一没有受过处罚的公司。公司在业主方（重庆轨道

公司）组织的数次相关验收中三次得到业主方的表扬。由于重庆市区域内，具备

从事地铁人防业务的具有人防相关资质的公司共 3 家，而公司在重庆地铁 5 号线

及 10 号线项目中获取了较好的口碑，故公司预计至少将签订 5000 万元的地铁人

防业务合同。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至 2050 年，重庆市将建成 18 条轨

道交通线路，故地铁人防业务亦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主要板块。 

综上所述，公司普通人防业务及地铁人防业务均有较好市场前景，未来发展

趋势较好。 

②核心资源要素及竞争力 

通过访谈及查阅公司历年的经营资料了解到，公司的核心资源要素主要为具

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具有产品质量及技术优势、具有客户资源优势。在重庆区域，

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有较为丰富的项目经验，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团队以及专业

能力较强的技术团队，对于施工难度较大的地铁人防项目以及商住一体化人防项

目，公司均有成功项目经验，公司在区域内竞争力位于前三甲。 

③市场开发能力及新业务拓展情况 

通过访谈以及查阅公司销售台账、期后签约合同了解到，在普通人防业务方

面，经过公司过年的经营，公司已形成成熟的市场营销模式，市场部对区域内市

场情况跟踪较为紧密，对政府的规划情况较为熟悉，且公司产品质量较好，客户

认可度较高，公司已与龙湖地产、保利地产及招商地产等全国性大型客户合作紧



密，并与保利地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公司目前正在大力拓展重庆市主城九区以

外的区域市场，如万州区、长寿区、永川区、綦江区等重庆市政府重点发展的区

域，目前已与重庆市康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谈定位于綦江区“綦江康德城市

花园”项目，拟签约合同金额为 9,899,642.00 元。  

在地铁人防业务方面，重庆轨道交通人防设备总承包，采取的是设计院总承

包模式，重庆地区从 2014 年起，轨道总承包单位就一直为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

究院和广州地铁设计院。公司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的合作最为紧密，在后

续的 10 号线 2 期和 9 号线 1 期的地铁人防项目追踪中，公司早在 2016 年 11 月

启动关于 9 号线地铁人防项目的跟踪工作，数次拜访轨道公司，以及承建方中国

建筑集团。而在与广州地铁设计院的合作中，公司数次得到广州地铁设计院关于

产品质量，安装进度，项目服务等方面的肯定，公司亦是重庆地区人防设备及工

程供应商中唯一没有受过处罚的公司。公司在业主方（重庆轨道公司）组织的数

次相关验收中三次得到业主方的表扬。由于重庆市区域内，具备从事地铁人防业

务的具有人防相关资质的公司共 3 家，而公司在重庆地铁 5 号线及 10 号线业务

中获取了较好的口碑。 

报告期后，公司普通人防业务拓展情况较好，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已谈定的

合同金额为 25,799,079.00 元，而地铁人防业务尚未开始签约，预计 2018 年进行

10 号线二期、9 号线一期、9 号线二期、6 号线支线二期等四个项目的合同签约

工作，而上述项目签约工作预计在 2018 年底前完成，上述四个项目的人防设备

及工程预计合同金额为 1.5 亿元，公司预计至少将签订 5000 万元的地铁人防业

务合同。 

④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稳定性 

通过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的重大业务合同，查阅工程完工进度确认表、

完成工程量审批表，销售台账以及公司会计账簿了解到，普通人防业务方面，公

司 2016 年对普通人防业务的客户以及项目类型进行了选择后，主要与龙湖地产、

保利地产及招商地产等全国性大型客户合作，参与商业住宅一体化的优质项目，

并已与保利地产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从公司目前正在履行的合同来看，公司普

通人防业务的主要客户较为稳定，主要客户为保利地产、招商地产。 

通过访谈以及查阅重大业务合同了解到，地铁人防业务方面，重庆轨道交通



人防设备总承包，采取的是设计院总承包模式，重庆地区从 2014 年起，轨道总

承包单位就一直为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和广州地铁设计院。公司与中国建筑

标准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设计院的合作较为紧密。故公司地铁人防业务的主要

客户较为稳定，主要客户为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设计院。 

由于公司从事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安装，其主要原

材料为钢材，基于产品质量的要求，公司对钢材的型号、规格、硬度等指标有较

为严格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拥有较为稳定的供应商，公司每年年初会

与主要供应商签订全年的框架协议。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为唐山市丰润区鑫亿源钢

铁有限公司、重庆市川王商贸有限公司、重庆盟然物资有限公司、重庆豪泽物资

有限公司等。 

⑤资金筹资能力 

通过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查阅公司的工商资料，贷款合同以及财务账薄了

解到，公司目前的筹资渠道主要为银行贷款及原始股东增资。从银行贷款来看，

公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均有较为紧密的合作关

系，公司曾于 2015 年 1 月获取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

为 5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2016 年 1 月 7 日，而公司实际仅向

其贷款 50 万元，并提前半年还清贷款，公司未发生贷款逾期不还或不按时归还

银行利息的情形，公司具有较好的贷款信用，如公司有资金需求，可向上述银行

进行贷款。从原始股东增资来看，公司自然人股东杨宇、杨忠海均有较强的资金

实力，其还控制多家环保公司、房地产公司，2017 年 2 月，杨宇曾以现金方式

出资 1300.012 万元对公司进行增资。自然人股东杨宇、杨忠海承诺，若公司有

资金需求，其将以自有资金通过增资方式投入公司，以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 

⑥期后新业务签订合同及期后收入实现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销售台账、期后签订合同以及访谈管理层及市场部人员了解到，

报告期后，公司普通人防业务拓展情况较好，2017 年 7 月至 12 月已谈定的合同

金额为 25,799,079.00 元，而地铁人防业务尚未开始签约，预计 2018 年进行 10

号线二期、9 号线一期、9 号线二期、6 号线支线二期等四个项目的合同签约工

作，上述四个项目的人防设备及工程预计合同金额为 1.5 亿元，公司至少将签订

5000 万元的地铁人防业务合同。 



通过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的重大业务合同，查阅工程完工进度确认表、

完成工程量审批表，销售台账以及公司会计账簿，公司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实现收入 18,425,705.16 元。通过获取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未审利润表，了解到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未

审营业收入为 30,054,173.88 元，较 2016 年的营业收入 33,648,249.82 元减少

3,594,075.94 元，下降比例为 10.68%。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未审净利润为 2,753,340.28 元，较 2016 年的 1,598,924.73 元增加 1,154,415.55

元，增幅为 72.20%。 

（3）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普通人防业务及地铁人防业务均有较好

的发展势头，2017 年普通人防业务谈定合同金额约 4000 万元，且公司 2017 年

盈利能力大幅增加，同时公司已与主要客户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已获得较

为充足的业务订单。故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公司具有持

续经营能力。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庆华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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