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6-073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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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曙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陆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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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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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945,277,470.97

1,625,664,430.51

19.66%

1,272,462,318.96

1,207,336,754.33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321,230,332.58

-3.79%

924,155,565.52

1.76%

23,931,204.04

-37.30%

94,215,196.74

-11.41%

22,110,625.82

-37.53%

89,489,701.63

-2.31%

81,642,467.33

1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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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41.67%

0.29

-12.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41.67%

0.29

-12.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

7.62% 下降了 1.76 个百分点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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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36,0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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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6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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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20.53

得的投资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43,777.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1,231.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197,513.70
4,725,49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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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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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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8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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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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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605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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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境内自然人

20.89%

67,207,066

50,405,299 质押

22,000,000

境外法人

18.65%

60,000,000

0 质押

36,000,000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3.93%

12,645,110

9,483,832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77%

12,114,284

9,085,713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3.50%

11,257,284

5,828,642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3.46%

11,114,284

8,335,713 质押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2.93%

9,414,284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2.83%

9,114,284

0 质押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2.50%

8,027,001

0

杨富正

境内自然人

2.15%

6,907,244

0

7,600,000

7,060,713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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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许敏田

16,801,767 人民币普通股

16,801,767

陈华青

9,114,284 人民币普通股

9,114,284

王贵生

8,027,001 人民币普通股

8,027,001

杨富正

6,907,244 人民币普通股

6,907,244

叶兴鸿

5,428,642 人民币普通股

5,42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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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信托有限公司－青山 1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前海
开源龙投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吴基金－光大银行－东吴鼎利
6006 号资产管理计划

5,067,071 人民币普通股

5,067,071

3,969,312 人民币普通股

3,969,312

3,769,671 人民币普通股

3,769,671

3,764,081 人民币普通股

3,764,081

上述股东中欧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杨佩华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生之夫人，股东许鸿峰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弟弟，股东王昌东系实际控制人
许敏田之舅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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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杨富正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
生之妻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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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6.09.30

2015.12.31

期末比期初

原因说明

增减幅度
预付账款

22,851,418.37

应收利息

14,409,765.41
64,534.25

58.58% 主要系预付材料采购款等有所增加。
-100.00% 前期应收利息在本期已收回 。

其他应收款

31,170,547.33

18,391,688.52

69.48% 主要系支付的投标及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性资产

14,211,249.73

87,673,266.67

-83.79% 主要系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96,000,000.00

46,000,000.00

108.70% 系公司参股珠海广发信德新界泵业产业投资基金所致。

246,947,516.40

93,452,210.61

164.25% 系本期工程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48,644,516.97

18,612,285.15

161.36% 系本期收购德国WITA公司及波兰HEL-WITA公司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5,664,310.87

3,706,385.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326,503.98

22,609,562.57

产
在建工程
商誉

短期借款

3,857,000.00

应交税费

6,940,354.69

应付利息

354,374.57

其它流动负债

2,599,604.43

长期借款

103,672,000.00

预计负债

721,056.90

100.00% 系本期新增银行承兑付款所致。

10,706,731.69

-35.18% 主要系年末应交税费包括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余额所致。
100.00% 系本期预提银行贷款利息所致。

8,405,498.68

-69.07% 系未实现销售折扣预提负债减少所致。
100.00% 系本期新增银行长期贷款所致。
100.00% 系德国子公司预提年终审核费用及产品质量保证金。

其他综合收益

1,479,701.05

少数股东权益

50,645,817.94

76,786,244.84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利润表项目

-54.33% 主要系预付的长期资产购置款减少所致。
100.00% 系本期新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致。

156,000,000.00

应付票据

52.83% 主要系本期增加长期待摊规划咨询费所致。

27,552.78 5270.42% 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34.04% 系非全资子公司本期亏损所致。
同比增减幅

原因说明

度
财务费用

2,151,500.24

-9,283,230.62

资产减值损失

1,752,309.59

2,677,197.66

-34.55%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减少所致。

727,640.74

1,050,780.07

-30.75%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123.18%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贷款利息支出所致。

同比增减幅

原因说明

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

5,000,000.00

-100.00% 系本期未发生投资收回所致。

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

190,142.45

2,557,519.86

-92.57% 主要系本期实际收到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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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投资

11,753,169.80

-100.00% 系本期未产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所致。

19,719,992.73

-97.45% 主要系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及投资收回现金减

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

501,886.21

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

少所致。
193,282,649.73

53,727,895.59

259.74%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投资增加所致。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96,464,500.00

40,000,000.00

141.16% 系本期收购老百姓30%少数股东权益及投资珠海广发信
德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

100.00% 系本期收购德国WITA公司及波兰HEL-WITA公司所致。

66,980,859.92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投资活动现金流

280.60% 主要系对外投资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356,728,009.65

93,727,895.59

343,937,500.00

130,000,000.00

164.57%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343,937,500.00

137,696,200.00

149.78%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85,000,000.00

130,000,000.00

-34.62%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贷款金额减少所致。

2,582,027.82

6,227,799.45

-80,582,547.69

-50,383,659.05

出小计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汇率变动对现金

-58.54%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汇率变动所致。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

59.94% 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物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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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进展
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进行，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6年7月15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发行规模等部分
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6年8月，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受理通知。2016年9月，公司
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审查的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2016年9月30日，公司就该反馈意见
进行回复并公告。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仍待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完成股权收购事项
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德国子公司增资并收购德国WITA Wilhelm
Taake GmbH公司100%股权、波兰HEL-WITA Sp. z o.o.公司100%股权及位于Bad Oeynhausen之地产的议案》，同意德国全资
子公司mertus 253. GmbH与Lieselotte Hallinger女士签定的《收购协议》，同意以1,130万欧元收购WITA Wilhelm Taake Gmb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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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00%股权和HEL-WITA Sp. z o.o.公司100%股权，以及通过WITA Wilhelm Taake GmbH公司以220万欧元收购Lieselotte
Hallinger女士名下位于Bad Oeynhausen的地产。2016年7月、2016年9月，公司分别完成了对德国WITA Wilhelm Taake GmbH
公司100%股权及位于Bad Oeynhausen之地产、波兰HEL-WITA Sp. z o.o.公司100%股权的收购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6 年 7 月 15 日

2016 年 08 月 05 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进展

2016 年 09 月 02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2016 年 09 月 30 日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德国子公司收购德国 WITA

2016 年 07 月 13 日

Wilhelm Taake GmbH 公司 100%股权、波兰 HEL-WITA Sp. z o.o.
公司 100%股权及位于 Bad Oeynhausen 之地产项目进展的公告 》

完成股权收购事项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德国子公司收购德国 WITA
2016 年 09 月 19 日

Wilhelm Taake GmbH 公司 100%股权、波兰 HEL-WITA Sp.z o.o.
公司 100%股权及位于 Bad Oeynhausen 之地产项目完成的公告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股改承诺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无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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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
许敏田、杨佩 其他承诺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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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01
无论是否获得新界泵业许可，不直 月 2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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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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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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董事、高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管的许敏田、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许鸿峰、王建
忠、王昌东

其他承诺

2010 年 10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 月 30 日
持有的公司股份。

任职期间及
离职后 6 个 严格履行
月内

不为任何激励对象依公司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
股权激励承诺

本公司

期权与限制性激励计划获取的有关
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2014 年 12

2019 年 2 月

月 12 日

1日

严格履行

财务资助，且不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增资完成后，詹军辉父子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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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军辉、詹秀

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 2012 年 05

芳

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新界泵业控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长期

严格履行

长期

严格履行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身份，进行其他
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其股东权益的
活动。詹军辉父子愿意对违反上述
承诺而给新界泵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并购成功后，陈杭飞、郦云飞、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郦振根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

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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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杭飞、郦云

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 2012 年 11

飞、郦振根

新界泵业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身

月 01 日

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
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陈杭飞、郦
云飞、郦振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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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终止前述同业竞
争的行为。
沈云荣、毛玲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 2016 年 04

君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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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控股子公司浙江老百姓泵业有限
公司剩余 3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 46,464,500.00 元收购沈云荣、
毛玲君夫妇合计持有老百姓泵业
3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沈云
荣、毛玲君夫妇保证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指新界泵业与老百姓泵业现有的产
品线)；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
施，促使其拥有控制权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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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新界泵业与老百姓泵业现有的
产品线）；保证不利用原股东身份，
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及老百
姓泵业权益的活动。沈云荣、毛玲
君夫妇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新
界泵业或老百姓泵业造成的经济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不适用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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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0.00%

至

20.00%

10,604.02

至

14,138.69
11,782.24

公司通过优化销售渠道，提高管理效率，预计四季度业绩好于上年同期。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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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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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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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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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敏田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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