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 6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2-027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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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 1,134,295,924.25 1,039,359,971.94 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26,062,198.14 827,717,688.96 -0.20% 

总股本（股）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16 5.17 -0.1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187,831,419.09 139,744,853.35 3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44,509.18 10,184,857.58 4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7,334.77 -8,206,734.08 -8.1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6 -0.10 4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30% 上升 0.42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2% 1.28% 上升 0.5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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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5,4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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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916.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1,766.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5,372.99  

所得税影响额 -413,778.10  

合计 -869,850.44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63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林暄 3,428,572 人民币普通股 

叶兴鸿 1,714,286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999,96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369,962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324,274 人民币普通股 

孙三洪 235,840 人民币普通股 

陈佩玲 2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姜宝富 204,517 人民币普通股 

王青 198,099 人民币普通股 

杨婧 188,738 人民币普通股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 6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2,301.22 万元，增幅为 57.28%，是因为公司加大市场营销力度，销

售业绩增长，应收账款同步增长所致。 
2、应收利息期末数为 143.29 万元，较期初数下降 81.72%，是因为定期存款利息到期收回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3,771.72 万元，增幅为 31.35%，是因为公司募投项目、子公司江苏

新界和江西新界二期工程均处于建设期。 
4、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6,505.47 万元，增幅为 565.69%，是因为公司销售旺季来临，增加

产品生产需要的流动资金借款。 
5、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344.29 万元，下降 123.1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 2011 年第四

季度企业所得税及出口免抵退税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6、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4,808.66 万元，增幅为 34.41%，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市场营销力

度，销售业绩增长。 
7、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410.41 万元，增幅为 63.17%，主要原因是为加大市场营销力度，

投入的促销费、会务费、服务费、区域仓库租金和销售人员薪资增长。 
8、管理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485 万元，增幅为 42.05%，主要原因是公司投入的产品研发费用

的增加 306.47 万元。 
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下降 309.04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与温岭中国银行和工商银

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预期未来远期外汇汇率变动导致公允价值变动较大所致。 
10、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203. 83 万元，主要原因是履行与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远期结汇

合约所产生的收益。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758.29 万元，增幅为 38.10%，主要原

因是公司生产经营业绩及产品产销量快速增长，同时支付职工的薪酬增长。 
12、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329.83 万元，增幅为 159.0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

2011 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13、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数比上年同期增长 203.83 万元，是履行与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远

期结汇合约所产生的收益。 
1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333.45 万元，增幅

为 63.80%，是因为募集资金项目、子公司江苏新界和江西新界二期工程均处于建设期，在建工程和生产设

备支出较大。 
1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8,587.13 万元，增幅为 858.71%，主要是因为本期销

售增长和为第二季度销售旺季备货，使公司对流动资金需求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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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签订但尚未完全履行的远期结售汇合同： 
（1）公司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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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 万美元。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尚未履行完毕的远

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 8,600 万美元。 
（2）子公司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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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该子公司向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出售远期外汇，总金额为 2,660 万美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该子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 2,250 万美元。 
（3）孙公司台州西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了《远期结汇/售汇、人民币与外币

掉期总协议》，协议约定该总公司向中国银行温岭支行出售远期外汇，总金额为 2,230 万美元。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 2,040 万美元。 

2、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签订的尚未完全履行的大额发包合同： 
（1）公司就 15 万台智能滑片式空压机项目与承包人浙江金典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签

订该项目综合楼及厂房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 3,380 万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2,117.80 万元。 
（2）公司就年产 100 万台农用水泵建设项目与承包人浙江广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签订该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 3,000 万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履

行的金额为 2,501 万元。 
（3）公司就年产 100 万台农用水泵建设项目及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与承包人浙江钢泰钢结构有限公司

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及 2011 年 1 月 19 日签订该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共计 1,563.84 万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1,334.03 万元。 
（4）公司就年产 100 万台农用水泵建设项目与高将精机厂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9 日签订《设

备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 91.5 万美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人民币 194.25 万元。 
（5）子公司江苏新界就江苏厂区综合工程项目与沭阳县向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24 日签订该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 2,840 万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已完工，履行的金额为 2,842 万元。 

（6）子公司江西新界机电有限公司 4#联合厂房工程项目与抚州市临川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浙江钢泰

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20 日签订该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暂

估人民币 1,171.36 万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730 万元。二期工程机械设备与常州市

卓信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青岛新东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振吴电炉有限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5 月 14 日、11 月 9 日、4 月 13 日、3 月 28 日签订设备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 2574.8
万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779.3 万元。 

（7）子公司江苏新界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就机床设备与南方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签

订《设备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 253.25 万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124.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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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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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履行 

自然人股东 
公司自然人股东叶兴鸿、林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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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严格履行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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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履行 

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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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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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严格履行 

控股子公司浙

江老百姓泵业

有限公司（原浙

江新沪泵业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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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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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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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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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为： 
20.00% ～～ 50.0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633,260.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大市场营销力度，销售业绩增长。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01．11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厦门普尔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公司产品

生产销售情况、公司上下游发展情况。 

2012．03．12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公司产品

生产销售情况、公司上下游发展情况。 

2012．03．14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公司产品

生产销售情况、公司上下游发展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敏田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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