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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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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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度末增减（%）

1,385,982,129.04

1,272,202,946.48

8.94%

994,659,372.55

900,558,599.46

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304,964,566.54

35.31%

855,331,422.94

20.91%

41,252,904.59

54.87%

104,135,958.06

47.54%

26,710,362.51

9.45%

72,885,838.35

-4.27%

--

--

33,494,719.97

-6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52.94%

0.65

47.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52.94%

0.65

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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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增长 1.16 个百分点

10.93% 增长 2.6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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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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3,819,9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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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处置交易

33,718,2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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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37.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51,383.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571.98

合计

31,250,1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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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5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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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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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21.96%

35,142,862

35,142,862 质押

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5%

30,000,000

30,000,000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6,85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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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7,142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6,857,142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6,857,142 质押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6,857,142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4.29%

6,857,142

6,857,142

杨富正

境内自然人

2.14%

3,428,572

3,428,572

数量
23,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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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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叶兴鸿
中国银行－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林暄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中国农业银行－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广发证券－交行－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3 号）

数量

2,168,655 人民币普通股

2,168,655

1,714,286 人民币普通股

1,714,286

1,502,373 人民币普通股

1,502,373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1,0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2

999,993 人民币普通股

999,993

699,934 人民币普通股

699,934

400,101 人民币普通股

400,101

399,980 人民币普通股

399,980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1.前 10 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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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际控制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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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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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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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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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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本期投资活动支出 2.21 亿元导致货币资金余额
减少。

125,236,936.49

320,135,735.01

-60.88%

26,523,529.70

324,021.70

8085.73%

应收账款

164,505,006.45

107,401,393.24

53.17%

主要系销售增长及环保工程按完工进度确定收入导致
的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38,370,336.92

23,046,026.38

66.49%

主要系公司预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

应收利息

210,711.38

1,594,910.58

-86.79%

固定资产

499,335,517.38

413,491,556.38

20.76%

在建工程

8,522,527.20

49,446,158.80

-82.76%

系在建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213,039,635.46

78,919,525.55

169.95%

主要系购买土地使用权及新增子公司飞亚电子的土地
使用权并入所致。

30,353,670.14

21,102,232.28

43.84%

系本期收购子公司飞亚电子新增的商誉。

-

2,579,124.16

-100.00%

系公司远期结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062,035.48

8,251,986.04

-75.01%

主要系客户实现上年销售折扣所致。

19,888,710.35

6,393,490.74

211.08%

主要系公司远期结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6,810,273.38

3,021,477.70

125.40%

系公司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增加所致。

268,170,368.64

180,034,410.58

48.96%

交易性金融资产

商誉
交易性金融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专项储备
未分配利润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系公司远期结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系公司收回到期定期存款利息导致应收利息余额减少。
主要系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及本期收购飞亚电
子并入的固定资产增加。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855,331,422.94

707,387,261.68

20.91%

公司持续优化营销网络体系、采取有力的营销措施，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较快。

营业成本

635,457,967.31

535,368,941.59

18.70%

系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导致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2,847,149.37

2,122,861.36

34.12%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及流转税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73,796,656.75

48,580,234.85

51.91%

主要系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管理费用，以及研发
费用、安全生产费及税费增加等。

财务费用

6,388,552.48

-4,874,396.14

231.06%

主要系公司资金使用减少了银行存款导致存款利息减
少。

资产减值损失

4,270,367.73

2,232,777.07

91.26%

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28,778,632.16

-13,363,616.60

315.35%

投资收益

6,659,628.17

4,255,525.42

56.49%

主要系公司已交割远期结汇合约取得的收益及参股小
额贷款公司获得的收益。

营业外支出

1,441,076.38

957,239.31

50.55%

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的水利基金等增加所致。

127,640,388.35

83,582,724.22

52.71%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导致利
润总额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利润总额

主要系受外汇汇率变动影响，公司远期结汇合约的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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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21,075,353.54

11,963,645.84

76.16%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长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104,135,958.06

70,581,809.21

47.54%

系本期利润总额增长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增加。

2,429,076.75

1,037,269.17

134.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104,125,487.74

70,581,809.21

47.52%

主要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导致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增加。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2,429,076.75

1,037,269.17

134.18%

系子公司利润总额增长导致少数股东损益增加，归属
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同步增长。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系子公司利润总额增长导致少数股东损益增加。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115,065,265.95

87,881,585.42

30.93%

系公司产值增加及本期职工薪资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14,651,831.12

61,796,492.67

85.53%

主要系为本期新增子公司飞亚电子代为支付债务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4,006,971.30

1,701,964.09

135.4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01,315,025.77

122,883,694.26

63.83%

-

4,000,000.00

-100.00%

19,520,000.00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

111,425,706.42

-95.51%

主要系本期贷款金额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850,000.00

119,898,289.89

-96.79%

主要系本期贷款金额减少，相应偿还债务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

30,896,479.22

-100.00%

本期未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90,498,798.52

-67,786,780.20

-181.03%

主要系本期支付固定资产及土地购置款增加导致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减少。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23,736,936.49

390,529,078.43

-68.32%

主要系本期支付固定资产及土地购置款增加导致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主要系子公司收回理财产品及新增子公司的期初现金
余额。
主要系本期支付固定资产及土地购置款所致。
本期未支付投资款。
系本期收购飞亚电子所支付的款项。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2013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流动资金不超过12,000万元，参与竞买大溪镇DX040208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司已按照相关程序参与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竞买，以人民币9,300万元的报价成交，竞得大溪镇DX040208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3年6月28日取得了上述竞得地块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了大溪镇DX040208地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证。
2. 2013年7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952万元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方式在杭州购置相应土地及房屋，用于公司筹建研发基
地，同时在受让股权后在约定期限内代为支付原飞亚公司所欠债务本息人民币3,548万元。
截止2013年8月20日，公司已向飞亚公司原股东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1,952万元，并办理了飞亚公司股权转让等事宜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条款约定，公司已支付给飞亚公司3,548万元，
飞亚公司已累计支付相关债权方3,5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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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3 年 06 月 27 日

参与竞买大溪镇 DX040208 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2013 年 07 月 01 日

2013 年 07 月 09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关于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3-024）
。
巨潮资讯网，
《关于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026）
。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029）
。

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2013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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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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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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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

贵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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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2010 年 10 2010 年 12 月 31 日至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
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董事、监事、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2010 年 10
高级管理人员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月 30 日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管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严格履行
6 个月内。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杨佩华夫妇承

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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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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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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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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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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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鑫机电

少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2012 年 5 月 1 2012 年 05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利 月 0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润不少于 135 万元，保证 2013 年全年经
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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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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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相等差额利润的方鑫机电的股权无
偿转让给公司。
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并购浙江

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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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华环境

并购约定，由陈杭飞担任并购后的浙江 2012 年 10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博华至少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2012

月 24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利
润人民币不少于 116 万元，保证 2013
年全年净利润人民币不少于 910 万元，
保证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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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云飞以现金向乙方补足或相等差
额利润的陈杭飞夫妇拥有的股权无偿转
让给甲方，不可抗力因素（战争、地震
等自然灾害）造成不能实现的除外。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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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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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0%

至

60%

11,221.02

至

13,810.48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631.55
①公司出口业务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
履行完毕的远期结售汇金额共计 11,380 万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②2013 年，公司募投项目产能进一步释放，公司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
扩大；通过投放央视广告、举办产品销售活动等营销措施，以及持之以恒
做好成本费用控制，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稳步增长。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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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许敏田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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