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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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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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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30 2010.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027,523,697.65 1,005,103,265.36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9,056,357.10 776,374,103.19 5.50% 

股本（股） 160,000,000.00 80,0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12 9.70 -47.22%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210,928,670.07 37.67% 568,365,771.67 3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48,993.07 -20.19% 50,682,253.91 2.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9,791,974.74 -125.3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 - -0.06 -118.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40.00% 0.32 -21.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40.00% 0.32 -2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14.38% 6.35% -29.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5% -11.14% 5.59% -25.72%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的计算公式为：本期数-上

年同期数。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6,0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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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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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7,4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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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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355.56  

所得税影响额 -1,294,289.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8,515.43  

合计 6,098,8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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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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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12,934 人民币普通股 

太原市东方德隆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赖春生 2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蒋望军 26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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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817 人民币普通股 

孙三洪 235,840 人民币普通股 

陈翌阳 1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桂芬 194,805 人民币普通股 

黄瑛 175,017 人民币普通股 

张春凤 174,06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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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170.07 万元，增幅达 59.09%，是因为公司与温岭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签订远期

结售汇协议，预期人民币汇率上升，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长。 

2、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3,043.83 万元，增幅达 105.65%，是因为公司加大市场营销力度，销售业绩增长，导

致应收账款增长。 

3、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1,261.75 万元，增幅达 71.39%，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江苏新界和江西新界二期工程处于

建设期，而较大型的生产设备生产周期长，需要提前预订和支付部分款项。 

4、应收利息期末数为 655 万元，是因为闲置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带来的利息收入。 

5、固定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2,347.18 万元，增幅达 30.45%，主要原因是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的生产设备投入，

以及投资控股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 901.2 万元增长 7,649.34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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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商誉期末数较期初数 24.90 万元增长 1,191.56 万元，主要原因是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公司及其购置老百姓电气生

产经营性资产产生的商誉，以及合并其账面原有商誉。 

8、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期初数 133 万元增长 425.74 万元，增幅达 320.11%，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新沪泵业购入模具所致。 

9、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3,850 万元，下降 43.75%，是因为偿还银行短期借款。 

10、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643.62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募股费用 661.04 万元所致。 

11、实收资本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8,000 万元，增幅达 100.00%，是因为实施 2010 年度每 10 股转 10 股并派现 1 元的利

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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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未分配利润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4,268.23 万元，增幅达 59.2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利润积累所致。 

13、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较期初数 177.72 万元增长 1,413.50 万元，增幅达 795.36%，主要原因是收购浙江新沪泵业有限

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比例为 30%。 

二、利润表项目 

14、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66.05 万元，增幅为 35.42%，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市场营销力度，销售业绩增

长。 

15、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2,719.39 万元，增幅为 38.93%，是因为产品销量增长的同时，产品成本增长。 

16、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9.48 万元，增幅达 92.42%，主要原因是为加大市场营销力度，投入的业务宣传

费用、运输费用和销售人员薪资增长。 

17、管理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371.96 万元，增幅达 51.32%，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投入的产品研发费

用和管理人员薪资增长。 

18、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 389.77 万元减少 819.12 万元，下降 210.16%，主要原因是闲置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带来的

利息收入。 

1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 18.19 万元增长 151.88 万元，增幅达 83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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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人民币汇率上升，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长。 

20、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3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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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3,483.63 万元，增幅为 30.36%，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业绩

增长的同时，货款回笼增长。 

22、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9.49 万元，增幅达 66.38%，主要原因是出口销售业绩好于去年，获得的

出口退税增长。 

2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5,582.64 万元，增幅为 44.98%，主要原因是销售业绩增长

的同时，支付用于生产的原材料货款增长。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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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84 万元，增幅为 47.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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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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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6 万元增长 9,468.22 万元，增幅达

46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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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620 万元，是因为子公司新沪泵业和杭州新界分别吸收

少数股东投资 600 万元和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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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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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签订的尚未完全履行的对外投资合同 

公司与中国银行、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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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暂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 10,200 万美元。 

二、已签订的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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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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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 月 30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1,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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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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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 月 30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1,713 万元。 

3、公司与沭阳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签订厂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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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2,102 万元。 

4、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新界机电有限公司与浙江××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建筑工程协议书》，

合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 8,287,698 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已履行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 20%。 

5、2011 年 7 月 1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新界机电有限公司与抚州市××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含税价人民币 342.6 万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已履行金额为 60 万元。 

三、已签订的尚未完全履行的大型设备合同 

1、公司与青岛××机械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签订《造型机设备购销合同》，采购生产设备，合同总金额为含税

价人民币 999 万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预付设备款 300 万，尚需支付的款项为 699 万元。 

2、公司与青岛××机械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 日签订《设备购销合同》，采购生产设备，合同总金额为含税价人民币

1,033 万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预付设备款 309.90 万，尚需支付的款项为 723.10 万元。 

3、公司与常州市××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签订《设备购销合同书》，采购生产设备，合同总金额

为含税价人民币 710 万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预付设备款 289 万，尚需支付的款项为 421 万元。 

4、公司子公司江苏新界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与江苏××电气有限公司、上海××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签

订《电气工程合同》，采购生产设备，合同总金额为含税价人民币 422 万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支付定金 126.6

万元，尚需支付的款项为 29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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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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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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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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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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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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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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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30.00%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181,3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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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1.07.07 公司 实地调研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行业发展情况； 

2、了解公司产品生产销售情况及公司发展情况； 

3、公司上下游发展情况。 

2011.07.18 公司 实地调研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行业发展情况； 

2、了解公司产品生产销售情况及公司发展情况； 

3、公司上下游发展情况。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敏田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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