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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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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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028,587.98 2,301,014,215.08 -1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18,156,334.12 1,300,169,590.82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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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883,222.86 18.26% 1,089,624,102.88 1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872,185.97 29.00% 129,549,167.66 3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584,150.63 20.23% 94,307,577.80 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1,338,821.67 -37.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50.00% 0.25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50.00% 0.25 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增长了 0.39 个百分点 9.53% 增长了 1.91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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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9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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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1,357.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2,548.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88,724.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5,599.31  

合计 35,241,58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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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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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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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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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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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股份状态 数量 

欧豹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1% 96,000,000  质押 67,200,000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15.64% 80,651,306 80,648,479 质押 71,060,000 

许龙波 境内自然人 5.21% 26,880,000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76% 19,382,854 14,537,140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3.46% 17,851,654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3.45% 17,782,855 13,337,141 质押 8,080,000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2.94% 15,176,176 11,382,131   

施召阳 境内自然人 2.92% 15,062,854 11,297,140   

陈华青 境内自然人 2.83% 14,582,854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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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兴鸿 17,851,654 人民币普通股 17,85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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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1,431 人民币普通股 11,05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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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3,206 人民币普通股 7,353,206 

周红兵 5,2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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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东 4,845,714 人民币普通股 4,845,714 

王建忠 4,445,714 人民币普通股 4,44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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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许鸿峰先生为实

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弟弟，股东王昌东先生为实际控制人许敏田先生之舅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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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周红兵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56,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5,226,000 股。 

注：质押或冻结情况为报告期末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分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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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09.30   2016.12.31  期末比期初增

减幅度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5,240,830.39 3,403,361.64 53.99% 系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有所增加。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

产 

  416,599,479.76 -100.00% 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将博华环境期末的

长期资产转至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相关

处置手续已于2017年1月18日前完成。 

其他流动资产 4,983,143.36 16,293,515.84 -69.42%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54,500,557.90 167,638,178.22 -67.49% 系本期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13,000,000.00 135,000,000.00 -90.37% 系本期归还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28,202,736.62 16,667,119.73 69.21% 系材料采购业务产生的未到期的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 

预收款项 79,842,974.28 141,933,793.26 -43.75% 主要系期初预收款项在本期发货。 

应付职工薪酬 19,585,543.18 38,530,788.95 -49.17% 主要系上年数包含年终奖且在本期正常发

放所致。 

应交税费 7,496,438.16 20,947,323.90 -64.21% 主要系本期支付税款，导致应交税费余额下

降。 

应付利息 121,382.92 604,098.44 -79.91% 系本期银行借款利息减少。 

其他应付款 67,789,657.41 132,256,105.79 -48.74% 系本期支付子公司无锡康宇股权转让款所

致。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

债 

  152,000,000.00 -100.00% 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将博华环境期末的

长期负债转至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相关

处置手续已于2017年1月18日前完成。 

其它流动负债   3,575,923.39 -100.00% 系结算客户的销售折扣所致。 

递延收益 12,632,498.06 6,862,829.51 84.07% 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71,409.83 3,321,148.00 -88.82% 系子公司可弥补亏损额减少所致。 

股本 515,778,800.00 321,916,265.00 60.22% 系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加公司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190,005,698.87 378,132,664.06 -49.75% 系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加公司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70,870.35 -1,287,243.12 152.12% 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1,265,633.46 75,947,208.83 -45.67% 系出售博华环境子公司所致。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利润表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同比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9,096,785.04 4,590,318.52 98.17% 2017年1-9月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

的发生额列报于“税金及附加”项目，上期列

于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81,446,966.34 54,013,074.15 50.79% 主要销售业务增长产生的相应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9,917,784.18 2,151,500.24 360.97% 主要系本期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汇兑损失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47,424,417.71 727,640.74 6417.56% 系本期处置子公司股权产生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15,288,756.98 1,282,238.69 1092.3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新界泵业（杭州）有限公

司厂房拆建产生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2,841,439.27 16,453,710.62 38.82% 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1,958,113.47 1,479,701.05 32.33% 系本期外币汇率变动较大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同比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53,873,337.27 23,391,778.27 130.3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9,377,089.71 15,511,483.55 89.3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保证金、补贴收入等增加

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841,366,724.32 638,242,477.66 31.83% 系本期采购原材料付现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74,025,574.50 40,058,742.36 84.79% 主要系本期缴纳所得税费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306,935.94 190,142.45 61.42% 主要系投资理财等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21,743,971.49 311,743.76 6874.95% 主要系本期处置房地产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28,747,568.27                                          100% 系本期处置子公司股权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88,628,425.00                                          100% 主要系本期收到上期转让子公司的股权和

债权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95,057,916.95 193,282,649.73 -50.82% 系本期购建厂房设备等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64,700,000.00 96,464,500.00 -32.93% 系本期对外投资支出减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66,980,859.92 -100.00% 系本期购买子公司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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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264,712.50                                          100% 系本期收到股票期权行权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8,000,000.00 343,937,500.00 -62.7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5,000,000.00 85,000,000.00 211.76%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金额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76,185.52 49,337,872.00 -99.64% 系上期发生一笔大额银行内保外贷保证金

支付业务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599,265.28 2,582,027.82 -161.94% 主要系本期外币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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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出售子公司股权交易事项 

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王建忠签订《关于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公司以暂定价人民币4,930万元向王

建忠转让全资子公司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100%股权。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出售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7年6月底，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新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的股权，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7年7 月4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事项 

公司于2017年6月1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7年6月29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本次《公司章

程》修订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7 年6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

《章程修正案1》、《章程修正案2》。 

增加注册资本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17年7月完成，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完

成注册资本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告》。 

减少注册资本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17年9月完成，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完

成注册资本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完成出售子公司股权交易事项 

2017 年 05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2017 年 06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 

2017 年 07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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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 

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事项 

2017 年 06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 

2017 年 06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股本及注册资本变更的说

明》 

2017 年 06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减资公告》 

2017 年 06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2017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工商登记的公

告》 

2017 年 0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工商登记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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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许

敏田、杨佩华 
其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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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01

月 2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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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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

的许敏田、许鸿

峰、王建忠、叶

兴鸿、王昌东 

其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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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 日 

任职期

间及离

职后 6

个月内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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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且不

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2014 年 12

月 12 日 

2019 年

2 月 1 日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詹军辉、詹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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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业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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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05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沈云荣、毛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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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4

月 13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蒋介中、王习智  

本次交易完成后，蒋介中、王习智夫妇

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无

锡康宇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

合法、有效的措施，使其拥有控制权的

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无锡康宇相

2016 年 10

月 22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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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不利用无锡康宇

的股东身份，亦不利用其在无锡康宇任

职的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新界泵业、

无锡康宇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蒋介

中、王习智夫妇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

给新界泵业/无锡康宇造成的经济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协议约定的其他违

约责任，并立即终止前述同业竞争的行

为。如蒋介中、王习智夫妇因此产生任

何收益的，新界泵业或无锡康宇有权要

求蒋介中、王习智夫妇将该等收益上交

给无锡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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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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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5.00% 至 45.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3,414.54 至 16,913.99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664.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以及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转让子公司股权取得投

资收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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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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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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 7 月

1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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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签字盖章页）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敏田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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