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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2-055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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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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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4、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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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52,034,574.00 1,039,359,971.94 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882,217,108.24 827,717,688.96 6.58% 

股本（股）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51 5.17 6.58%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25,384,967.23 6.85% 707,387,261.68 2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36,966.09 39.83% 70,581,809.21 3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05,401,025.74 1,17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 -- 0.66 1,1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39.83% 0.44 3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39.83% 0.44 3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增长 0.73 个百分点 8.28% 增长 1.9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 增长 0.75 个百分点 8.93% 增长 3.3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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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2,309.9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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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7,283.4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19,400.9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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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8,091.1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0,489.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3,747.34  

所得税影响额 -1,477,642.48  

   

合计 -5,557,122.69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无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11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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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林暄 3,428,572 人民币普通股 3,428,572 

叶兴鸿 1,714,286 人民币普通股 1,714,28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富 2 号 567,347 人民币普通股 567,347 

徐宁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陈其城 237,913 人民币普通股 237,913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35,840 人民币普通股 235,840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700 

林文美 1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700 

林金凤 160,006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5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5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孙三洪普通证券账户未持股，通过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5,84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5,840 股。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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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21,058,200.91元，增长幅度达52.41%，系本期业务量增长，应收

账款余额自然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992,674.56元，下降幅度为37.87%，主要系上期预付账款业务已

完结收到发票导致余额减少。 

（3）应收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6,597,086.17元，下降幅度达84.19%，系公司收回上期预提的银行

存款利息导致应收利息余额下降。 

（4）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4,466,019.48元，增长幅度达65.39%，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新界机

电拟对外参股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所汇出投资定金400万元。 

（5）固定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77,493,227.43元，增长幅度达63.79%，主要系子公司江苏新界建

设项目竣工由在建工程转入，及并购方鑫机电增加固定资产所致。 

（6）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54,085,224.57元，增长幅度达44.95%，主要系募投项目投入建设

资金及子公司江西新界二期工程投入增长所致。 

（7）无形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18,082,955.01元，增长幅度达32.84%，主要系并购方鑫机电转入

的无形资产。 

（8）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4,784,885.25元，增长幅度达139.53%，主要系交易性金融

负债增加所致。 

（9）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13,363,616.60元，增长幅度达545.18%，系公司本期远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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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 

（10）预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29,437,210.12元，增长幅度达72.77%，主要系随着公司生产规模

的扩大，公司销售增长所致。 

（11）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5,732,235.20元，增长幅度达435.03%，主要系公司本期未支

付的销售折扣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2）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883,745.15元，增长幅度达71.32%，主要系公司收入的

增长导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13）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0,078,670.68元，增长幅度达39.70%，主要系随着生产和销售

规模扩大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拓展国内外营销网络导致费用大幅增长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060,830.82元，增长幅度达109.15%，主要系本期公司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增加导致预提的款账准备增加所致 。 

（1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下降15,064,349.40元，下降幅度达885.76%，系本期公司

远期结售汇金额增加以及远期外汇汇率变动导致公允价值变动较大所致。 

（16）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2,352,917.53元，增长幅度达83.83%，系本期公司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17）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4,613,269.20元，增长幅度达62.76%，系本期公司利润总额

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8）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3,805,924.06元，增长幅度达164.15%，

系本期收到的补助、利息等其他与经营活动的现金增加。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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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0,643.71元，增长幅度达34.72%，

主要原因是公司生产经营业绩及产品产销量增长，同时支付职工的薪酬增长。 

（20）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6,804,316.70元，增长幅度达173.27%，系公司业务量

的增长导致支付的税费增长。 

（21）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7,364,664.80元，增长幅度达

69.33%，主要是本期支付的现金股利较上年大幅增长。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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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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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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公司已签订但尚未完全履行的远期结售汇合同如下： 

①公司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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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9月30日，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12,940

万美元。 

②子公司台州新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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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台州新界向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出售远期外汇，截至2012年9月30日，台州新界尚未履

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金额共计3,190万美元。 

③孙公司西柯国际与中国银行温岭支行签订《远期结汇/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总协议》，协议约

定西柯国际向中国银行温岭支行出售远期外汇，截至2012年9月30日，尚未履行完毕的远期外汇买卖合约

金额共计3,145万美元。 

（2）截止2012年9月30日，公司已签订但尚未完全履行的大额发包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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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已履行

的金额为人民币2,174.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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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3万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已履行的金额为

人民币3,2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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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已履行的金额为人民币1,516.92万元。 

④子公司江苏新界与沭阳县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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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万元, 并于2012年06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协议金额为人民币1100万元。截至

2012年9月30日已履行的金额为人民币3,282万元。 

⑤子公司江西新界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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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0日签订补充合同，合

同总金额暂估人民币1,611万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已履行的金额为人民币1,280.75万元。 

（3）截止2012年9月30日，公司已签订但尚未完全履行的大型设备合同如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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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已履行的金额为91.5万美元。 

②子公司江西新界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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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翠竹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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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11月9日、4月13日、3月28日、2012年6月8日签订设备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2,838.59万元，

截至2012年9月30日已履行的金额为人民币2,246.87万元。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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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 30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2013年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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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管任职期

间及其离职后 6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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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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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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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07 月 09 日 
2011 年 7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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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03 月 28 日 
2012 年 3 月 28
日-2013 年 3 月

28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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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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温岭市

方鑫机电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和 2012 年 5 月 7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方鑫机电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1,306,875.14
元增资收购方鑫机电，取得其 70%的股权。本

次增资收购约定：由詹军辉担任方鑫机电至少

三年的总经理，并保证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不少于 135 万

元，保证 2013 年全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不少于

250 万元，保证 2014 年全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

不少于 350 万元，若到期不能实现，则由詹秀

芳、詹军辉以现金向公司补足或将其持有的相

等差额利润的方鑫机电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公

司。 

2012 年 04 月 19 日 
2012 年 5 月 1
日-2014年12月
31 日 

严格履行 

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和 2012 年 6 月 13 日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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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05 月 28 日 
2012 年 6 月 13
日-2013 年 6 月

13 日。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无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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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 至 5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7,223.13 至 9,028.91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192,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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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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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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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敏田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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