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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7-018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22,123,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界泵业 股票代码 0025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先发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洋城工业区  

电话 0576-81670968  

电子信箱 zqb@shimg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水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有十二大产品系列、2,000多种规格。产品满足农林灌溉、

生活取水、养殖高效增氧、泵站提水、市政工程、建筑供水、污/净水处理、消防、暖通、冶金、矿产、制冷、工业用水、

装修、工具驱动等众多领域需求。 

此外，公司下属子公司还从事空气压缩机、环保污水处理等业务，以及二次供水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等业务。 

（一）水泵及控制设备方面 

公司一直专注于各类泵及控制设备等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推广，致力于为世界提供最好的水泵和水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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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解决方案。公司下设潜水泵、屏蔽泵、上马事业部3大事业部，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实施营销管理变革和升级，在行业内首创“区域配送中心”模式。在国内市场形成了以省会和一级城市为

重点，地级市为主体，县级市和重点乡镇为辐射点的营销网络。公司在全国各主要省市设有15个区域配送中心，在全国拥有

运营服务商1,100余家，销售网点8,000余家,新界品牌形象（含门市广告牌）4,500余家，并在济南、石家庄、武汉、西安等地

布局售后服务示范中心，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空气压缩机及其配件方面 

公司子公司台州新界生产各种规格的直联式、往复活塞式、螺杆式、矿山、无油、中低压空气压缩机及压力容器，产品

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炼、制冷、矿山通风、制鞋、机械制造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是一家专业集空气压缩机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三）环保污水处理业务方面 

公司子公司博华环境业务范围涉及环境工程咨询设计、设备制造与安装、工程调试、工程总承包、环保设施投资、运营

服务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咨询等。其先后以PPP、BOT、BOO、TOT、BT、委托运营等投资模式，成功开发国内三十多

个市政、工业污水处理项目以及数百个上游企事业单位的污水治理案例，在污水处理方面有着丰富的设计、研发、投资、建

设和运营的经验。涉足多类行业，包括市政、工业园区、化工、医药、造纸、印染、制革、水产、氨氮处理、含油、煤炭及

生活垃圾处理类等。 

（四）二次供水设备方面 

公司子公司无锡康宇是一家专业生产高端智能化二次供水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为一体，旗

下生产的“KANGYUWATER”已是目前国内二次供水行业较为知名、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之一。无锡康宇设有二次供水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并与国内多家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实验室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由其主编的有关静音管网叠压给水

设备行业标准CJ/T444-2014已发布实施，并于201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标准GB/T31894-2015。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317,893,130.25 1,146,416,823.56 14.96% 1,145,311,66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48,231.78 117,822,356.55 -1.00% 87,702,58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421,147.46 95,943,046.54 17.17% 80,841,26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571,149.46 107,335,829.77 127.86% 188,488,404.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7 -2.70%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7 -2.70%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6% 10.28% 下降 0.92 个百分点 8.3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301,014,215.08 1,625,664,430.51 41.54% 1,504,310,13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00,169,590.82 1,207,336,754.33 7.69% 1,086,113,228.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9,613,330.66 363,311,902.28 321,230,332.58 393,737,56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51,044.58 42,732,948.12 23,931,204.04 22,433,03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063,451.07 41,315,624.74 22,110,625.82 22,931,4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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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49,248.18 64,574,397.70 -5,781,178.55 162,928,682.1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9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62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20.88% 67,207,066 50,405,299 质押 22,000,000 

欧豹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4% 60,000,000 0 质押 36,000,000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76% 12,114,284 9,085,713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3.47% 11,157,284 0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3.45% 11,114,284 8,335,713 质押 7,600,000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2.95% 9,485,110 9,483,832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2.92% 9,414,284 7,060,713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2.83% 9,114,284 0 质押 2,500,000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2.48% 7,970,101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优势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8% 7,007,5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佩华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

夫人，股东王建忠与王贵生先生系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妹夫，股东许鸿峰先生为实际控

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弟弟，股东施召阳与陈华青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表弟，股东王

昌东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舅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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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总体趋稳、稳中有进的局面；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延续疲弱复苏态势。一年来公

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深入践行“价值、创新、奋斗、共赢”的企业价值观，坚定不移地推进“实施高品质制造、提供高性价

比的产品和服务”的两高战略；通过不断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及改革，推进渠道管理扁平化，实现销售额稳步增长；公司坚持

精益管理思想，大力推进信息化、数据化管理，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发展。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17,893,130.2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6%，其中：机械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1,285,668,243.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52%；环保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2,224,887.2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7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648,231.7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421,147.4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7%。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1.推进销售渠道管理扁平化，加快品牌国际化建设 

公司深入贯彻销售渠道管理扁平化，渠道下沉，缩减管理长度，实现公司销售网点最大程度覆盖。2016年，新增销售网

点4,000余家，同比增长100%，其中新增形象店（含门市广告牌）2,200余家，同比增长90%以上。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

全国拥有运营服务商1,100余家，销售网点合计8,000余家，新界品牌形象店（含门市广告牌）4,500余家。 

2016年，公司海外市场拓展继续贯彻“视野全球化、品牌国际化、渠道管理扁平化、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坚定不移

地推行渠道管理扁平与品牌落地战略，加快品牌国际化建设。报告期内，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实现海外销售收入56,167.96

万元，同比增长14.94%，屏蔽泵和不锈钢泵出口分别同比增长79.84%和54.21%；新兴市场开发取得较大突破，增强和扩大

了品牌影响力。公司立足全球水泵市场进行战略规划，致力于世界级水泵品牌建设，目前公司拥有300多家稳定的海外客户

群体，覆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界产品遍及各大洲，海内外水泵产品自主品牌化率近90%，公司英文商标“SHIMGE”

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2.依托技术创新，加强质量管理，大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公司坚持加大研发投入，鼓励技术创新，提高公司产品附加值。2016年全年新增专利109（含子公司，下同）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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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62项；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拥有有效授权专利245项；累计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达58项。依托专利技术创新和研发优势，2016年，公司完成新产品开发项目31个，涵盖公司六大产品线，涉及潜水泵、

深井泵、污水泵、屏蔽泵、家用增压泵、不锈钢泵，其中，全新上市的家用增压泵、QY潜水泵、80系列深井泵、变频智泵

等受到了市场的高度评价。 

公司十分重视产品质量管理，以扎实推进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为纲，深化质量管理工作，降低产品质量成本、提升公司产

品质量竞争力：从严把握新产品新项目的质量审核，从源头上实现客户需求的转化；通过关键工序质量策划和监测，实现生

产过程产品质量下线直通合格率连续三年提升；通过供应链质量体系落地实施，以管理矩阵的方式，有步骤有计划抓供应链

管理质量，显著提升关键原料和金加工件质量合格率；积极实施法律法规认证，取得消防泵3C认证、无负庒成套设备通过

节能及涉水卫生认证、部分井泵及生活用泵、潜水泵等系列产品，先后通过德国GS认证、加拿大CSA认证等，为市场开拓

提供基础竞争保障。 

3. 持续推进精益管理 

公司在精益管理工作上持续发力，对生产环节平衡物流、缩短生产周期、提升人均产值、降低库存、改善孤立作业等环

节展开针对有效的改善，共开展精益主题活动项目124项，成本效益节约502万元，同时为提升了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公司

在新工艺的研究应用上重点投入，利用精益技术进行突破性改善，研发符合公司产品特性的简约制造系统，在工序中构筑具

备防呆、防错、防漏在线检测功能的设备，已在屏蔽泵事业部实施，该制造系统具备简单化、标准化、模块化、柔性化的特

性。 

公司秉承“价值、创新、奋斗、共赢”的企业价值观，成立供方管理部，帮扶供应商实施精益化管理模式，与供应商建立

“合作共赢”的良好供需关系。 

 2016年公司被浙江省经信委认定为浙江省高端制造骨干企业、管理创新试点企业。 

4. 把握城镇化发展机遇，积极布局二次供水领域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用水人口数量将不断增加，城市用水规模将不断增加，再加上原有建筑物供水设施的

改造需求，未来二次供水市场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为提前布局二次供水领域，公司专门设立工程营销部，引进中高

端销售和运营管理人才，加大对市政供水、工程应用领域的销售拓展；同时积极推进公司在全国供水市场的产品、品牌备案

工作，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安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江苏、浙江等省市多个城市完成了二次供水设备的品牌或产品备案、入围工作。为顺应城市供水领域发展新趋势，报告期内，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新界计划投资建设年产7,600套自动给水设备及智能控制系统项目，旨在打造公司先进自动给水设备研

发和制造基地；公司顺利完成无锡康宇收购事项，借助无锡康宇进入高端二次供水设备领域，公司将在渠道资源、制造管理、

售后网点方面助力无锡康宇在高端二次供水设备领域的发展。 

5. 整合资源，投资产业基金，推动公司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及战略发展，2016年1月，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5,000万元，参与由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公用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广发信德中山公用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起

人设立的珠海广发信德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总规模约5亿元人民币。截至本报告期期末，珠海

广发信德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投资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黄山睿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宁德

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永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个项目。另一支基金珠海广发

信德新界泵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投资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金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瑞松科技有限公司、黄山睿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5个项目。上述投资项目涉及新能

源、信息科技、工业4.0、智能装备、环保等行业。 

6、海外并购落地，加快公司循环泵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相继完成了对德国WITA公司100%股权收购、波兰WITA公司100%股权收购等收购事宜，实现了产业资

源的进一步整合，德国WITA公司和波兰WITA公司的收购将公司的循环泵产品提升至国际水平，有利于公司进入暖通、制

冷制热高端循环泵应用领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欧洲及全球市场，加快推进新界品牌国际化战略的步伐。 

７. 借力资本市场，扩大业务规模 

2016年1月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详见公司2016年1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2017年1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顺利获得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

投资年产5万台水泵项目（一期）、年产120万台水泵技改项目，资金到位且投资项目达产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公司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有效提升公司在国内水泵行业的领先优势，有利于公司在污水泵行业做大做

强；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８、将“奋斗”写入企业价值观 

经管理层讨论通过并报董事会备案，公司将原有的企业价值观“价值、创新、倾听、共赢”修改成“价值、创新、奋斗、

共赢”，将“奋斗”正式写入企业价值观。引导和鼓励全体新界人、新界的经销服务商、新界的供应商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新

界的事业而奋斗，为将新界打造成世界级的水泵和供水系统品牌而奋斗。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qq://t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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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水泵 1,137,064,164.27 322,938,838.20 28.40% 17.38% 17.61% 0.0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mertus 253. GmbH [注] 新设 2016年3月11日 55,378,811.33 100.00% 

温岭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新设 2016年4月25日 45,800,000.00 100.00% 

维塔国际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新设 2016年7月15日 1,000,000.00 100.00% 

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并购 2016年12月23日 102,000,000.00 51.00% 

[注]：本公司通过设立mertus 253. GmbH收购了德国WITA Wilhelm Taake GmbH公司100%股权、波兰HEL-WITA Sp. z o.o.

公司100%股权。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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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 至 10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132.65 至 5,510.2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75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确认了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60%股权

转让的投资收益；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许敏田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对2017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