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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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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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江国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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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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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71,971.10 1,980,179,647.15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83,549,294.22 1,379,817,028.47 0.2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0,531,721.17 19.99% 1,210,063,768.77 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654,688.21 -17.64% 106,746,955.82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992,486.22 -25.07% 95,263,448.72 -1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70,059,188.78 67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2.50% 0.21 -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12.50% 0.21 -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下降 0.91 个百分点 7.75% 下降 0.22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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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9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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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87,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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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6,672,040.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9,251.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72,2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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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1,806.73  

合计 11,483,5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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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

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450,921.69 软件产品销售，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5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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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欧豹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08% 96,000,000  质押 66,750,000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16.03% 80,651,306 60,488,479 质押 23,150,000 

许龙波 境内自然人 5.34% 26,880,000  质押 22,000,000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85% 19,382,854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3.53% 17,782,855  质押 11,575,000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3.09% 15,532,814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3.02% 15,176,176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2.99% 15,062,854 11,297,140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2.90% 14,582,854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2.53% 12,752,16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9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0 

许龙波 26,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80,000 

许敏田 20,162,827 人民币普通股 20,16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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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东 19,382,854 人民币普通股 19,382,854 

王建忠 17,782,855 人民币普通股 17,782,855 

叶兴鸿 15,532,814 人民币普通股 15,532,814 

许鸿峰 15,176,176 人民币普通股 15,176,176 

陈华青 14,582,854 人民币普通股 14,582,854 

王贵生 12,752,162 人民币普通股 12,752,162 

杨富正 11,901,452 人民币普通股 11,9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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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许龙波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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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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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09.30 2018.12.31 
期末比期初 期末比期初 

原因说明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应收票据    9,167,182.43  18,318,689.28    -9,151,506.85  -49.96% 
主要系本期部分应收票据向银

行贴现所致。  

应收账款  210,111,237.45  129,432,892.01   80,678,345.44  62.33% 
主要系部分客户应收账款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18,227,724.98  12,246,004.11    5,981,720.87  48.85%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90,000,000.00  -9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532,487.45     17,672,343.36      7,860,144.09  44.48% 
主要系本期可抵扣时间性差异

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84,278,638.48                       84,278,638.48  100.00%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

类所致。  

在建工程     164,266,304.73    104,088,242.25      60,178,062.48  57.81% 

主要系本期照洋厂区土地及其

附属房产再开发项目及年产

7,600套自动给水设备及智能控

制系统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41,633.37   7,878,257.17   -3,236,623.80  -41.08% 
主要系预付工程款比同期减少

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2,453,055.65                    2,453,055.65  100.00% 
主要系本期远期结售汇业务所

致。  

应交税费   16,287,345.22  10,297,483.13    5,989,862.09  58.17% 
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余

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2,760,021.36  78,035,771.36    24,724,250.00  31.68% 主要系其他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715,819.66    -5,715,819.66  -100.00% 
主要系未实现销售折扣预计负

债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96,347.74   2,281,563.89   -1,085,216.15  -47.56%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金额 同比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89,468,382.47     62,977,630.14     26,490,752.33  42.06% 
主要系本期中介服务费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56,979,719.42  38,376,811.53   18,602,907.89  48.47% 
主要系本期研究开发投入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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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2,040,961.53   -1,456,716.27    3,497,677.80  240.11% 
主要系上期外币汇率变动收益

较高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520,655.92     -2,813,814.32     12,334,470.24  438.35% 

主要系本期业绩补差确认投资

收益及基金投资收益所致。  

其他收益    7,238,133.25   3,984,529.16    3,253,604.09  81.66%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2,453,055.65                    -2,453,055.65  -100.00% 
主要系本期远期结售汇业务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9,223,547.17   -5,330,900.78    -3,892,646.39  73.02%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21,435,325.62               -21,435,325.62  100.00% 

主要系本期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156,176.13     -684,483.23      840,659.36  122.82%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产生

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2,203,712.12     118,807.15    2,084,904.97  1754.86%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25,748.31     -485,545.67      159,797.36  32.91%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

比上期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085,216.15   2,275,221.97    -3,360,438.12  -147.70%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1,085,216.15   2,275,221.97    -3,360,438.12  -147.70%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325,748.31       -485,545.67        159,797.36  32.91%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

比上期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金额 同比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6,825,333.91  15,528,614.73   31,296,719.18  201.54% 

主要系本期收取投标保证金增

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28,004,660.31  76,677,792.39   51,326,867.92  66.94% 

主要系本期支付销售费用、研发

费用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0,059,188.78  22,007,743.93  148,051,444.85  672.72%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43,829.92     530,124.65     -386,294.73  -72.87% 

主要系本期投资理财收益减少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775,500.00   2,119,933.87    -1,344,433.87  -63.42%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

的现金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5,721,361.52                        5,721,361.52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回基金投资本金

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6,175,993.45       20,000,000.00    -13,824,006.55  -69.12%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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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2,816,684.89  22,650,058.52    -9,833,373.63  -43.4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80,000.00   3,725,000.00    -2,945,000.00  -79.06% 

主要系上期有外汇掉期产品投

资支出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5,793,890.93   -5,793,890.93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股票期权认缴款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25,000,000.00  232,472,646.24  -107,472,646.24  -46.23%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  48,737,402.00   -47,737,402.00  -97.95% 

主要系上期收回长期借款保证

金，本期无此交易。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26,000,000.00  287,003,939.17  -161,003,939.17  -56.10%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38,000,000.00  79,336,746.24   58,663,253.76  73.94%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63,468,315.74   -63,468,315.74  -100.00% 

主要系上期支付股票回购款，本

期无此业务。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591,603.95   54,019,723.59  -172,611,327.54  -319.53%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746,423.68    2,221,881.38    -5,968,305.06  -268.61% 

主要系本期公司进行外币远期

结售汇业务及汇率变动影响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9,570,950.04    3,006,289.33   -22,577,239.37  -751.00% 

主要系以上现金流量活动综合

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2019年5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9年5月2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6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1333），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2019年6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191333号）。2019年9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

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333]号的回复》等

相关公告。2019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2、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以侵害我公司商标专用权为由对郭栋、福建高登泵业有限公司、福建戈德泵业有限公司等三

被告提起诉讼，诉请三被告停止侵权、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共同赔偿公司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共计1000万元。2019

年10月1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件。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本案尚处于审理阶段，法院未对该案件做

出判决。此事项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但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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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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