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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6-069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界泵业 股票代码 002532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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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6-81670968  

传真 0576-86338769  

电子信箱 zqb@shimg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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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2,925,232.94 574,282,630.61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283,992.70 68,180,860.40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379,075.81 56,210,895.32 1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423,645.88 7,244,796.22 1,10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1 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1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0% 6.10% 下降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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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344,569.72 1,625,664,430.51 1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1,062,566.09 1,207,336,754.33 2.79%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78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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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20.91% 67,207,066 50,405,299 质押 24,000,000 

欧豹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7% 60,000,000 0 质押 36,000,000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3.93% 12,645,110 9,483,832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77% 12,114,284 9,085,713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3.55% 11,407,284 5,828,642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3.46% 11,114,284 8,335,713 质押 7,600,000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2.93% 9,414,284 7,060,713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2.84% 9,114,284 0 质押 3,700,000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2.50% 8,027,001 0   

杨富正 境内自然人 2.15% 6,90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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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杨富正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

田先生之妻弟。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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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低迷。面对众多市场不利因素，公司上下坚定贯彻执行“实施高品质制造，提供高

性价比产品和服务”的“两高”战略思想，大力推进精益管理及国内外渠道改革，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加快海外并购步伐，

保持公司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02,925,232.9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9%，其中：机械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588,799,199.7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1%；环保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4,126,033.1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0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0,283,992.7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7,379,075.81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9.87%。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1. 加强品牌建设，拓展销售渠道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实施营销渠道改革和升级。2016年上半年，国内渠道公司优化

和发展运营服务商81家，拓展新增零售网点1666家；海外渠道公司新增客户72个，增强和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2.持续推进技术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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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新增专利17个，其中发明专利1个，实用

新型8个，截止报告期末，累计拥有有效授权专利近150项，累计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达51项。依托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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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研发优势，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250W家用污水泵（欧美市场）、QDX铁壳60HZ潜水电泵、3SGm新水力50HZ

井泵等水泵的成功上市，完成了4寸屏蔽电机的样机、水泵电力载波通讯系统技术研发并成功试制，提高了公司的产品竞争

力。 

3. 持续推进精益管理 

公司加大信息技术建设和推动装备自动化进程，促进“两化”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公司被浙江省经信委认定为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公司被浙江省经信委认定为2016年度管理创新试点企业。同时，公司秉承“价值、创新、

倾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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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借力环保政策，加快发展环保产业 

我国已全面进入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阶段。随着新环保法的施行，环保产业持续升温，公司所涉足的环保业务

也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公司力争抓住有利时机，审慎分析，重点布局，公司将努力使之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博华环境成功中标温岭市北城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管网工程等项目。公司多个已签订的大额或尚在履

行的主要环保项目合同（1000万元以上）的合计金额为40,530.45万元。 

5. 整合产业资源，加快海外并购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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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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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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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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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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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环保等行业。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相继进行了对控股子公司老百姓泵业剩余30%股权的收购、德国WITA Wilhelm Taake GmbH公司

100%股权收购、波兰HEL-WITA Sp. z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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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的发展开

拓了新的增长空间，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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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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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发行规模等部分事项进行

的调整。2016年8月，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受理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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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P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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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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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公司后续融资能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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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德国mertus 253. GmbH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年3月 55,378,811.33 100.00% 

德国 WITA Wilhelm Taake 

GmbH 公司 

现金收购 2016年6月 
40,562,500.00 

100.00% 

波兰 HEL-WITA Sp. z o.o.公

司 

现金收购 2016年6月 
42,775,000.00 

100.00% 

qq://t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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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6年4月 1,000,000.00 100.00% 

本公司通过成立德国mertus 253. GmbH公司用于收购德国WITA Wilhelm Taake GmbH公司100%股权和波兰HEL-WITA 

Sp. z o.o.公司100%股权，另外温岭博华水务有限公司由子公司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本公司持有浙江

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60%的股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敏田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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