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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界泵业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532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严先发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洋城工业区

电话

0576-81670968

电子信箱

zqb@shimge.com

证券事务代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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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09,740,880.02

602,925,232.94

1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676,981.69

70,283,992.70

4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723,427.16

67,379,075.81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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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489,795.24

87,423,645.88

-62.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1%

5.70%

增长 1.6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906,886,474.85

2,301,014,215.08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5,615,204.33

1,300,169,590.82

6.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8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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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注]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欧豹国际集团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18.63%

96,000,000

0 质押

67,200,000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15.65%

80,651,306

80,648,479 质押

65,280,000

许龙波

境内自然人

5.22%

26,8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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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3.45%

17,782,855

13,337,141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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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2.47%

12,752,162

0

8,080,000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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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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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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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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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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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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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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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呈现温和复苏态势，但仍然面临局势多变、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剧、美元汇率波动等众多不确
定性因素。国内经济在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推动下，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局面。公司上下坚定贯彻执行“实施
高品质制造，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的“两高”战略思想，深入践行“价值、创新、奋斗、共赢”的企业价值观，持续推
进精益管理及国内外渠道改革，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深入拓展二次供水领域，保持公司稳步发展。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9,740,880.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72%。机械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709,740,880.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54%，其中国内销售收入400,459,236.4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42%；海外销售收入
309,281,643.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676,981.6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4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7,723,427.1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1%。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1.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树立品牌形象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实施营销渠道变革和升级。在国内市场强化现有的渠道优势、
扩大销售网点建设，提高公司产品知名度、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公司持续深入开展“渠道管理扁平化”建设，缩减管理长度，
实现公司销售网点最大程度覆盖。2017年上半年，国内渠道公司新增新界品牌形象店617家，拓展新增零售网点707家。
公司海外市场拓展继续贯彻“视野全球化、品牌国际化、渠道管理扁平化、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推行渠
道管理扁平与品牌落地战略，加快品牌国际化建设，在世界各地树立良好的新界品牌形象。目前公司拥有350多家稳定的海
外客户群体，覆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界产品遍及各大洲，海内外水泵产品自主品牌化率近90%，公司英文商标
“SHIMGE”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2.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质量管理，增强产品竞争力
公司一直以来注重技术创新以及其有效转化，并坚持加大研发投入，鼓励技术创新，提高公司产品附加值。2017年上半
年新增专利32（含子公司，下同）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20项；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拥有有效授权专利296
项，累计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达58项。依托不断提升的专利技术创新和研发优势，2017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了便拆式TB管道泵、PW-Z新型全自动家用自吸泵60Hz、JETG1系列不锈钢小流量、高扬程喷射泵、北美市场住宅污泵
等产品的成功上市，并且由公司、江苏大学等联合申报的“基于动力学稳定性设计的多级离心泵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产学
研成果被教育部授予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同时，公司十分重视产品质量管理，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质量改善领导小组，实施跨部门质量改善，确定明确的改善
目标和任务；以扎实推进运行质量保证体系，强化质量管理工作，降低产品质量成本、提升公司产品质量竞争力和质量效益：
规范新产品新项目的质量审核和评审，从源头上实现客户需求的转化的一致性；通过关键工序质量策划和认证，实现生产过
程产品质量下线直通合格率连续四年提升；通过供应链质量体系落地实施，与供方签订质量保证协议，成立专项质量改善小
组，有步骤有计划抓供应链管理质量，显著提升关键原料和金加工件质量合格率；积极实施法律法规认证，2017年上半年，
先后取得陆上泵、潜水泵系列产品尼日利亚PC证书，井泵产品通过北美CSA认证，部分不锈钢产品通过欧洲CE认证等，为
公司产品市场开拓提供强力保障。
3.运用信息技术，深入拓展二次供水领域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用水人口数量将不断增加，城市用水规模将不断增加，再加上原有建筑物供水设施的
改造需求，未来二次供水市场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为顺应城市供水领域发展新趋势，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无
锡康宇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及 “智慧水务”的发展理念与趋势，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合作，应用
SOA、J2EE、嵌入式、人工智能、分布式计算和检测、无线通信和Web Service 等技术，整合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等
新一代技术，融合“智慧供水”概念，研发了基于物联网的供水设备全寿命周期状态追溯监控平台及管理运行系统，拓展产品
在物联网大数据采集、控制、分析方面的应用，实现二次供水设备自动化运维能力，为智慧水务管理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公
司在渠道资源、制造管理、售后网点方面助力无锡康宇在高端二次供水设备领域发展。
4.持续推进精益管理，有效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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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对生产环节平衡物流、缩短生产周期、提升人均产值、降低库存、改善孤立作业等环节展开针
对有效的改善。2017年上半年在持续开展基础性改善的前提下，重点开展生产流程优化项目及工艺改善项目，在产品工艺的
实现上，利用精益生产技术开发具有防呆、防错、防漏、自动报警、在线检测、数据存储的非标设备，以稳定产品品质，提
升工艺水平、提高生产效率，2017年上半年共开展精益主题活动项目58项，成本节约240.68万元。
5.基金投资进一步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及战略发展，公司于2015年4月和2016年1月分别参与设立珠海广发信德新界泵业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及珠海广发信德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至本报告期期末，珠海广发信德环保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投资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黄山睿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永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小狗电器、江西九
丰能源有限公司、苏州贝克微电子有限公司等9个项目。另一支基金珠海广发信德新界泵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投
资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金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瑞松科技
有限公司、黄山睿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6个项目。上述投资项目涉及新能源、信
息科技、工业4.0、智能装备、环保等行业。
6. 公司非公开发行获书面批复
2016年1月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详见公司2016年1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2017年1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顺利获得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7年6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27 号）。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年产5万台水泵项目（一期）、年产120万台水泵技改项目，资金到位且投资项目达产后，将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有效提升公司在国内水泵行业的领先优势，有利于公
司在污水泵行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
力。
7.年产120万台水泵技改项目投产，产能将进一步提高
公司年产120万台水泵技改项目位于温岭市大溪镇三池窟村大溪工业园，该项目达产后可具备年产潜水泵80万台，污水
泵20万台和井泵20万台的生产能力。2017年7月份该项目已投产，投产并达产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有
利于巩固公司在国内水泵行业地位，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服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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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企业会计 2017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对2017年1-6月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其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2017年1月1日 他收益"科目增加3,347,744.84元，"营业外
15号）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收入"科目减少3,347,744.84元。
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
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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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
据

博华环境

63,000,000.00

60%

转让

2017 年 1 月 1 日

实际控制权转移

台州新界

49,300,000.00

100%

转让

2017年6月30日

实际控制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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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敏田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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