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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许敏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先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曙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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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

230,919,086.09

199,743,589.06

15.61%

11,194,815.52

21,320,183.11

-47.49%

19,309,909.07

16,332,003.71

18.23%

-71,011,283.64

-36,561,556.52

-94.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1.1%

2.34%

下降 1.24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35,338,129.31

1,417,521,313.74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2,372,763.88

1,010,132,945.5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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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说明

-22,0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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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35.67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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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5,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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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6,788.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14,189.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3,022.54

合计

-8,115,093.5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原因

239,220.66 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33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许敏田
欧豹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自然人

19.46%

31,142,862

境外法人

18.75%

30,000,0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6,357,146 质押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5,142,856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5,142,856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5,142,856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数量
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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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79%

6,057,142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3.71%

5,937,042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3.35%

5,357,142

杨富正

境内自然人

2.14%

3,428,572

5,142,856
质押

5,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施召阳

6,857,142 人民币普通股

6,857,142

王贵生

5,937,042 人民币普通股

5,937,042

陈华青

5,357,142 人民币普通股

5,357,142

许敏田

4,785,716 人民币普通股

4,785,716

杨富正

3,428,572 人民币普通股

3,428,572

王建忠

1,714,286 人民币普通股

1,714,286

叶兴鸿

1,714,286 人民币普通股

1,714,286

许鸿峰

1,714,286 人民币普通股

1,714,286

林暄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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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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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杨富正先生为实际控制
人许敏田先生之妻弟。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3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4.03.31

2013.12.31

期末比期初增减金 期末比期初增

（单位：元）

（单位：元）

额（单位：元）

减幅度

19,770,138.00

36,915,663.90

-17,145,525.90

-46.45%

原因说明

主要系远期结汇合约余额减少及
报告期受人民币贬值影响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614,575.41

其他非流动性资产 21,138,613.88

4,994,639.46
5,483,888.42

6,619,935.95

132.54%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额增加。

15,654,725.46

285.47%

主要系预付设备及无形资产购置
款增加。

短期借款

63,000,000.00

5,000,000.00

58,000,000.00

116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324,550.83

20,658,877.06

-10,334,326.23

-50.02%

主要系支付年底职工薪酬导致余
额减少。

其它流动负债

296,850.06

4,823,466.78

-4,526,616.72

-93.85%

主要系本期支付前期销售折扣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7,357,069.63

10,603,799.60

-3,246,729.97

-30.62%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引起
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利润表

财务费用

2014年1-3月（单 2013年1-3月（单位：同比增减金额（单 同比增减幅度
位：元）

元）

位：元）

163,083.49

-610,997.01

774,080.50

126.69%

原因说明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增
加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838,519.8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145,525.90

1,443,471.19

-2,281,991.02

-158.09%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3,971,839.16

-21,117,365.06

-531.68%

主要系远期结汇合约余额减少及
报告期受人民币贬值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6,543,319.40

-495,212.46

7,038,531.86

1421.32%

主要系本期远期结汇结算收益增
加。

营业外收入

883,728.88

1,593,831.64

-710,102.76

-44.55%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等收入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99,053.25

4,178,522.21

-2,179,468.96

-52.16%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

2014年1-3月

2013年1-3月

同比增减金额

（单位：元）

（单位：元）

（单位：元）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44,471,113.97

34,037,973.27

10,433,140.70

同比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30.65%

主要系本期员工人数增加及薪资

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上调所致。
7,222,207.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36,709,369.20
动有关的现金

4,410,066.41

2,812,140.89

63.77%

系本期支付的税费增加。

28,056,032.15

8,653,337.05

30.84%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管理费用和销
售费用等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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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6,169,754.73

46,652.12

6,123,102.61

13125.03%

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439,117.95

主要系收到远期结汇结算收益增
加所致。

179,999.98

259,117.97

143.95%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主要系本期处置机器设备等固定
资产收到现金增加。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4,000,000.00

-4,000,000.00

-100.00%

70,791,711.33

-36,499,200.05

-51.56%

动有关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34,292,511.28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主要系本期较前期支付购置固定
资产款项减少所致。

产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908,634.00

-908,634.00

1,860,000.00

58,000,000.00

-100.00%

动有关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58,000,00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贷款。

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1,860,000.00

100.00%

222,232.68

429.44%

动有关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273,982.68

51,750.00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149,625,611.71

主要系本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增
加。

314,235,735.01

-164,610,123.30

-52.38%

主要系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所致。

211,232,137.10

-102,533,584.57

-48.54%

主要受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价物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108,698,552.53
价物余额

额的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4年2月19日，子公司博华环境联合宇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乐清市市政工程建设办公室就乐清市清江镇污水处理厂工
程（BO项目）签订《合同协议书》，合同总价款2,998.86万元。联合体各成员单位主要分工为：宇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土建工程；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设备、电气、自控采购及安装、调试、运营等工作。
2.2014年2月22日，新界泵业与国外某设备厂商签订了进口生产设备合同，合同金额为700.88万元。2014年3月24日，公司支
付设备款217.57万元。
3.2014年3月5日，公司与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协议书》，并于2014年3月6日对外发布了《关于购买土地
使用权意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8）。2014年3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土
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11.20万元的价格在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并对外
发布了《关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2）。2014年3月24日，公司支付土地款474万元。
4.公司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远期结汇/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总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向中国银行温岭支行出售远期
外汇，总金额为16,240万美元。截至2014年3月31日，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4,860.00万美元。
5.子公司台州新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及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总协议书》，协议约定台
州新界向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出售远期外汇，总金额为4,080万美元。截至2014年3月31日，台州新界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
买卖合约金额共计1,050.00万美元。
6.子公司西柯贸易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远期结汇/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总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向中国银行温岭支
行出售远期外汇，总金额为3,785万美元。截至2014年3月31日，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1,215.00万美元。
7.子公司方鑫机电就年产400万台水泵技术项目工程于2013年3月10日与温岭市伟龙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1,430.00万元。截至2014年3月31日已履行1,09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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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无
无
无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杨佩华夫妇及关联股东许鸿峰、王昌东、施召阳、王贵
实际控制人、

生、陈华青、王建忠、杨富正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2010 年 10

关联股东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 月 30 日
有的股份。

2010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履行完毕。

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监事、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2010 年 10

和高管任职期

级管理人员

间及离职后 6 个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月内。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杨佩华夫妇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新界
泵业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并将保障新界泵业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
面的独立性。无论是否获得新界泵业许可，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
实际控制人

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
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新

2010 年 10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界泵业实际控制人等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
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控股子公司浙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2011 年 7 月 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收
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4,167,815.87 元对新

2011 年 07
沪泵业进行增资，取得新沪泵业 70%的股权。新沪泵业原实际控制人沈云荣承诺：
月 01 日
有限公司（原浙
保证新沪泵业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净利润不少于 250 万元，
江新沪泵业有
保证 2012 年全年的净利润不少于 800 万元，若到期不能实现，则由沈云荣夫妇
江老百姓泵业

2011 年 7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履行完毕。

6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限公司）

以现金补足；或以沈云荣夫妇拥有之新沪泵业的等额出资额无偿转让给公司。
本次增资协议生效后，沈云荣、毛玲君夫妇及其控制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
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新界泵业控股子 2011 年 07
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沈云荣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夫妇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012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时承诺：
（1）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公司董事会

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3）最近十二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4）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2012 年 03
月 28 日

2012 年 3 月 28
日-2013 年 3 月
28 日

严格履行，
履行完毕。

风险投资。
2012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7 日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方鑫机电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 21,306,875.14 元增资收购方鑫机电，取得其 70%的股权。本次增资
收购约定：由詹军辉担任方鑫机电至少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2012 年 5 月 1 日 2012 年 05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不少于 135 万元，保证 2013 年全年经审 月 01 日
控股子公司温

计后的净利润不少于 250 万元，保证 2014 年全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不少于 350

岭市方鑫机电

万元，若到期不能实现，则由詹秀芳、詹军辉以现金向公司补足或将其持有的相

有限公司

等差额利润的方鑫机电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公司。

2012 年 5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严格履行
31 日

本次增资完成后，詹军辉父子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
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新界泵业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其股东权益的活动。詹军

2012 年 05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辉父子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2 年 6 月 13 日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
公司董事会

司董事会同时承诺：
（1）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不会影响募

2012 年 06

月 13 日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3）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012 年 6 月 13
日-2013 年 6 月
13 日

严格履行，
履行完毕。

（4）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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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并购浙江
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31,700,000 元并购
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取得其 51%的股权，并拥有控股权；使用自有
资金 11,650,000 元进行增资（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
，合计使用自有资金
43,350,000 元完成本次并购事宜。本次并购约定，由陈杭飞担任并购后的博华环 2012 年 10
境至少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利润人 月 24 日
控股子公司浙

民币不少于 116 万元，保证 2013 年全年净利润人民币不少于 910 万元，保证 2014

江博华环境技

年全年净利润人民币不少于 1,180 万元，若到期不能实现，则由陈杭飞、郦云飞

术工程有限公

以现金向博华环境补足或相等差额利润的陈杭飞夫妇拥有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新

司

界泵业，不可抗力因素（战争、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不能实现的除外。

2012 年 1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严格履行
31 日

若本次并购成功后，陈杭飞、郦云飞、郦振根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
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 2012 年 10
用新界泵业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其他股东权 月 24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益的活动。陈杭飞、郦云飞、郦振根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
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立即终止前述同业竞争的行为。
201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
金 7,513,680.44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结转金额以转入公司自有资
公司董事会

金账户当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
，各募集资金项目尚未支付的余额

2013 年 10

13,365,435.36 元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针对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月 25 日
流动资金事项，公司董事会承诺如下： ①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

2013 年 10 月 25
日-2014 年 10 月 严格履行
24 日

等高风险投资；②公司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
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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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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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0%

至

0%

4,401.81

至

6,288.31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6,288.31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人民币贬值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投资收益有所影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无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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