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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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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敏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文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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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3 月

（%）

199,743,589.06

187,831,419.09

6.34%

21,320,183.11

14,344,509.18

48.63%

16,332,003.71

15,214,359.62

7.35%

-36,561,556.52

-8,877,334.77

-31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2.34%

1.72%

上升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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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1,271,138,766.70

1,272,202,946.48

-0.08%

923,145,684.14

900,558,599.46

2.51%

1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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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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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3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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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6,6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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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51.93

所得税影响额

50,518.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0,690.43

合计

4,988,17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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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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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境内自然人

21.96%

35,142,862

35,14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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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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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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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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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暄

2,428,572 人民币普通股

2,428,572

叶兴鸿

1,714,286 人民币普通股

1,714,286

6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683,200

王玉广

3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100

陈其城

200,913 人民币普通股

200,913

郑涛

188,901 人民币普通股

188,901

姚三荣

18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300

郭常滨

18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100

16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500

15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5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光大银行－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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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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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北京众鑫仁福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9,3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99,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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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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货币资金

2013.03.31

2012.12.31

期末比期初

期末比期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主要系购置固定资产和支付经营活

212,732,137.10

320,135,735.01

-107,403,597.91

-33.55%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98,446.70

324,021.70

2,174,425.00

671.07%

应收票据

2,782,770.36

1,950,687.20

832,083.16

42.66%

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30,521,890.11

107,401,393.24

23,120,496.87

21.53%

主要系销售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58,299,029.47

23,046,026.38

35,253,003.09

152.97%

主要系销售和生产规模扩大所致。

245,858,087.38

202,195,071.62

43,663,015.76

21.59%

主要系销售和生产规模扩大所致。

781,710.00

2,579,124.16

-1,797,414.16

-69.69%

预收款项

64,001,716.96

82,265,329.53

-18,263,612.57

-22.20%

应付职工薪酬

11,451,900.22

16,675,652.88

-5,223,752.66

-31.33%

应交税费

10,867,387.61

8,099,720.33

2,767,667.28

34.17%

其它流动负债

5,586,442.54

8,251,986.04

-2,665,543.50

-32.30%

专项储备

4,284,284.61

3,021,477.70

1,262,806.91

41.79%

存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合并利润表

动资金所致。
人民币升值导致远期结售汇合约产
生收益所致。

人民币升值导致远期结售汇合约产
生收益所致。
主要系产品发出确认收入减少预收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金额

幅度

账款所致。
主要系支付年底职工薪酬所致。
主要系利润增长所致。
主要系销售折扣减少所致。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专项储备所致。
原因说明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范围方鑫机电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34,457.82

376,059.76

858,398.06

228.26%

资产减值损失

1,443,471.19

765,931.03

677,540.16

88.4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971,839.16

-2,946,204.50

6,918,043.66

234.81%

和博华环境所致。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博华环境
所致。
本期人民币升值导致远期结售汇合
约产生收益所致。
主要系本期远期结售汇结算收益减

投资收益

-495,212.46

2,038,288.28

-2,533,500.74

-124.30%

营业利润

24,821,325.02

16,453,321.33

8,368,003.69

50.86%

1,593,831.64

529,666.87

1,064,164.77

200.91%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25,948,091.15

16,726,154.05

9,221,937.10

55.13%

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4,178,522.21

2,185,369.73

1,993,152.48

91.20%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21,769,568.94

14,540,784.32

7,228,784.62

49.71%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21,320,183.11

14,344,509.18

6,975,673.93

48.63%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长所致。

0.13

0.09

0.04

44.44%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长所致。

营业外收入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主要系本期毛利额和公允价值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少所致。
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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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

0.13

0.09

0.04

44.44%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长所致。

21,324,277.77

14,344,509.18

6,979,768.59

48.66%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长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同比增减

金额

幅度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管理费用和销售
28,056,032.15

14,533,634.54

13,522,397.61

93.04%

232,977,423.59

207,465,391.44

25,512,032.15

12.30%

-36,561,556.52

-8,877,334.77

-27,684,221.75

311.85%

46,652.12

2,038,288.28

-1,991,636.16

-97.71%

4,000,000.00

1,189,279.66

2,810,720.34

236.34%

4,226,652.10

3,227,567.94

999,084.16

30.95%

70,791,711.33

34,234,561.62

36,557,149.71

106.78%

71,700,345.33

34,234,561.62

37,465,783.71

109.44%

-67,473,693.23

-31,006,993.68

-36,466,699.55

117.61%

95,871,342.92

-95,871,342.92

-100.00%

95,871,342.92

-94,011,342.92

-98.06%

30,800,000.00

-30,800,000.00

-100.00%

本期未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656,750.00

31,064,492.04

-30,407,742.04

-97.89%

本期未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1,203,250.00

64,806,850.88

-63,603,600.88

-98.14%

主要系本期未向银行贷款所致。

-103,003,597.91

24,761,461.34

-127,765,059.25

-515.98%

314,235,735.01

458,315,858.63

-144,080,123.62

-31.44%

211,232,137.10

483,077,319.97

-271,845,182.87

-56.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1,86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未向银行贷款。
主要系本期未向银行贷款所致。

主要系支付购建固定资产和经营活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资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小计

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资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所致。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资金

产支付的现金
小计

所致。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到现金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致。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到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加所致。
主要系远期结售汇结算收益减少所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费用、原材料和职工工资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经营活动现金增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费用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管理费用和销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原因说明

动支出增加所致。
主要系募集资金投入所致。
主要系募集资金投入和本期支付购建
固定资产和经营活动支出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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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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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

2、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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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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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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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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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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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31

严格履行

-2013.12.31
公司董事、监事和

2010.10.30

高管任职期间及 严格履行
离职后 6 个月内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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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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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业
3、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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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30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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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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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子公司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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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对新沪泵业
江老百姓泵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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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新沪
限公司（原浙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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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2012 年全

2011.07.01

2011.07.01
-2012.12.31

严格履行，履行完毕。
（注 1）

沪泵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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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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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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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3.28

2012.03.28

严格履行，履行完毕。

-201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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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
3.控股子公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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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市方鑫机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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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01

2012.05.01

严格履行

-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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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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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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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

4、公司董事会

同时承诺：
（1）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201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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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13

严格履行

-2013.06.13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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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控股子公司浙 宜。
江博华环境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并购约定，由陈杭飞担任并购后的浙江博华至少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2012 201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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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01

严格履行

-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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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注 1：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2-004）
，以及 2013 年 4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3-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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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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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20%

至

50%

5,273.38

至

6,591.72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4.48

（万元）

随着募投项目以及超募项目投产并释放产能，公司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
扩大，同时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公司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出口业务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影响，公
司 2013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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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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