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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4-037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界泵业 股票代码 002532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先发  

电话 0576-81670968  

传真 0576-86338769  

电子信箱 zqb@shimg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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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7,134,288.12 550,366,856.40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325,939.74 62,883,053.47 -2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388,789.47 46,175,475.84 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316,764.10 61,078,938.88 1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8% 6.76% 下降 2.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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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743,694.33 1,417,521,313.74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3,705,789.97 1,010,132,945.53 3.32%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1、本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实施了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总股本由16,000万股增至32,000万股。公司2014年6月末的股

本为32,000万股。 

2、 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计算。公司上年同期原基本每股收益为0.39元，因本年实施以资本公

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公司按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为0.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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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73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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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19.46% 62,285,724 52,714,292 质押 22,000,000 

欧豹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5% 60,000,000 0 质押 24,000,000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4.29% 13,714,284 10,285,712 质押 3,700,000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4.29% 13,714,284 10,285,712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4.29% 13,714,284 10,285,712 质押 7,700,000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4.29% 13,714,284 0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79% 12,114,284 10,285,712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3.49% 11,174,084 0 质押 4,600,000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3.35% 10,714,284 0   

杨富正 境内自然人 2.14% 6,857,1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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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金大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11,220 股，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6,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17,420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为世界提供最好的水泵和水处理系统解决方案，让人类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企业使命，在董事会

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锐意进取，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

情况如下： 

    1、营销措施升级，夯实渠道基础。为加快提升新界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公司加大了广告及业务宣传投放力度，

并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多场大型营销行动。在进行传统渠道维护升级的同时，公司致力于网络平台及传统渠道电商化的创新

和摸索，与中国工商银行合作组建了工银聚的新界泵业网上商城平台，实现经销商订货、付款、对账等一站式网络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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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了经销商经营的便捷性。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电商事业部，负责组建电子商务平台，结合原有渠道探索部分产品线上

线下交易给客户带来的便利性。海外市场，公司全面调整了组织架构和市场布局，引进了海外营销咨询公司，探索海外市场

营销新思路、新模式，依托90%以上的自主品牌化率，加快渠道深化步伐，逐步构建和细化海外市场营销网络。 

    2、产品推陈出新，奠定新业务增长点。公司不断加大对研发技术、制造技术、生产工艺、专业化生产设备的投入力度，

推动企业向低碳节能、绿色环保方向发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产品研发体系，落实并强化标准体系建设工作，进行部分产品

线与国际标准对接，推动产品研发的专业化发展，加快新产品研发、上市进程。上半年，实现全新JET型系列不锈钢喷射式

电泵、智能芯JET-H1系列喷射泵等新产品成功上市。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取得新增授权专利21项，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近150项｡ 

3、优化内部管理机制。积极探索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在潜水泵事业部开始试点实施自主经营体管理模式。持续推进精益

生产和现场管理，全面推行6S和TPM，并取得初步成效。加强质量管理，完善质量监督体系，质量管控体系逐步完善。公

司实验中心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CNAS）的专家级考察和现场评审，成功获得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跨入

国家级实验室行列，此举将有力推动公司实施高品质制造进程，也将进一步提升新界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和加速企业国际化战

略升级。 

4、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及员工素质提升。公司加强重点高校大学生招聘，完善了大学生见习管理制度和培养计划，不

断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优秀管理人才，强化人才战略储备。进一步完善员工培训体制，通过儒家文化教育、井冈

山爱国主义精神实地体验等方式不断提升员工素养，进一步优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5、子公司经营状况改善。在公司管理团队的帮助和扶持下，部分子公司经营情况得到明显改善。江苏新界、江西新界的

经营日趋步入正轨，上半年开始扭亏为盈。 

6、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低迷，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对公司业绩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子公司博华环境的水处理

业务尚处于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期，对公司总体业绩未有贡献，但从二季度开始，水处理业务量逐步恢复增长。 

（二）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实现营业总收入557,134,288.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其中：国内销售收入为

317,253,391.5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2%，扣除水处理系统业务国内销售收入为310,003,504.46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11%；

国外销售收入为239,880,896.6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8%。上半年外汇市场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导致公司远期结汇合约的

收益低于上年同期，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325,939.7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9,388,789.4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6%。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57,134,288.12 550,366,856.40 1.23%  

营业成本 413,200,227.31 411,798,589.49 0.34%  

销售费用 31,903,947.76 26,438,598.53 20.67%  

管理费用 53,044,587.69 48,584,494.90 9.18%  

财务费用 -336,654.05 -249,850.54 -34.74% 主要系利息收入及外币

汇兑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7,430,602.69 12,307,761.20 -39.63% 利润总额下降导致所得

税费用减少。 

研发投入 17,781,366.31 15,867,093.96 1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8,316,764.10 61,078,938.88 11.85% 主要本期收到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757,423.68 -103,960,211.65 53.10% 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增加及流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690,457.72 -12,007,126.68 2.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7,955,842.62 -55,308,789.96 114.38% 主要系经营活动、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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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机械制造业 534,031,407.60 394,866,440.74 26.06% 7.31% 6.85% 0.32% 

环保行业 7,249,887.06 5,805,737.33 19.92% -81.60% -81.46% -0.59% 

分产品 

潜水电泵 282,998,866.79 200,814,941.03 29.04% 6.31% 5.29% 0.69% 

陆上泵 154,450,249.63 117,285,823.16 24.06% 3.39% 3.65% -0.19% 

其他水泵 46,875,122.32 35,369,474.02 24.55% 46.15% 42.10% 2.15% 

空气压缩机 32,786,964.92 27,320,194.48 16.67% -15.74% -16.62% 0.87% 

配件及其他 16,920,203.95 14,076,008.05 16.81% 52.60% 75.26% -10.76% 

水处理系统 7,249,887.06 5,805,737.33 19.92% -81.60% -81.46% -0.59% 

分地区 

北方片区 180,000,675.57 132,033,370.72 26.65% -1.98% -0.84% -0.84% 

南方片区 114,149,835.43 77,579,596.95 32.04% 23.44% 24.29% -0.46% 

亚非拉地区 200,270,165.50 155,529,453.29 22.34% 15.26% 16.59% -0.88% 

欧美地区 39,610,731.10 29,724,019.77 24.96% -17.12% -26.77% 9.89% 

环保行业（未分

区） 

7,249,887.06 5,805,737.33 19.92% -81.60% -81.46% -0.59%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敏田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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