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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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龙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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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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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8,543,288.62

290,524,667.98

2.76%

25,337,754.31

49,480,892.36

-48.79%

23,024,519.99

27,036,558.78

-14.84%

-53,969,343.17

-37,289,732.00

-44.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0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0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3.73%

下降 1.9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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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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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668,079.86

1,983,838,658.86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6,676,676.94

1,414,905,170.36

1.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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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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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6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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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547.95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777,107.29
492,981.43
5,258.25
2,313,23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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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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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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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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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22,837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欧豹国际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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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法人

18.61%

96,000,000

0 质押

67,200,000

许敏田

境内自然人

15.64%

80,651,306

60,488,479 质押

40,980,000

许龙波

境内自然人

5.21%

26,880,000

0 质押

26,880,000

王昌东

境内自然人

3.76%

19,382,854

14,537,140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3.45%

17,782,855

13,337,141 质押

叶兴鸿

境内自然人

3.42%

17,632,814

许鸿峰

境内自然人

2.94%

15,176,176

11,382,132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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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贵生

境内自然人

2.47%

12,752,162

0

限公司

8,080,000

0
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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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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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敏田

20,162,827 人民币普通股

20,162,827

叶兴鸿

17,632,814 人民币普通股

17,63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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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东

4,845,714 人民币普通股

4,84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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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忠

4,445,714 人民币普通股

4,445,714

许鸿峰

3,794,044 人民币普通股

3,79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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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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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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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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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货币资金

2018.03.31

328,959,073.26

2017.12.31

223,937,496.91

期末比期初

期末比期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105,021,576.35

46.90%

原因

主要系本期向银行流动资金借款
增加。

应收票据

5,801,221.50

11,583,327.85

-5,782,106.35

-49.92%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款。

其它流动资产

16,496,874.06

101,581,816.59

-85,084,942.53

-83.76%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到期收回

30,836,561.43

46,482,625.87

-15,646,064.44

-33.66%

短期借款

109,294,991.40

13,000,000.00

96,294,991.40

740.73%

主要系本期增加流动资金贷款。

应付职工薪酬

17,679,486.70

36,976,689.04

-19,297,202.34

-52.19%

主要系本期支付薪酬。

应交税费

6,209,536.96

9,283,757.79

-3,074,220.83

-33.11%

主要系本期缴纳上年计提税费所

在建工程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完工转固定
资产。

致。
应付利息

231,087.85

其它流动负债

25,639.23

205,448.62

801.31%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283,383.05

-3,283,383.05

-100.00%

主要系本期兑现上期的销售折扣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693,938.33

1,151,239.26

-3,845,177.59

-334.00%

主要系境外子公司报表折算差额
所致。

利润表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同比增减金额

同比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4,521,052.92

2,395,574.73

2,125,478.19

88.73%

主要系美元汇兑损失及银行利息
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502,961.13

20,755,870.48

-20,252,909.35

-97.58%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产生
收益，本期无此笔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1,437,975.65

181,666.73

1,256,308.92

691.55%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826,800.77

3,029,409.26

-2,202,608.49

-72.71%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28,877,147.15

55,810,312.99

-26,933,165.84

-48.26%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产生
收益较多。

利润总额

30,492,082.48

56,822,614.96

-26,330,532.48

-46.34%

主要系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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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5,265,188.10

50,179,289.63

-24,914,101.53

-49.65%

主要系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同比增减金额

同比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28,886,681.94

25,756,041.19

89.16%

主要系本期支付费用及其他相关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54,642,723.13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出增加。
11,885,412.74

27,894,706.87

-16,009,294.13

-57.39%

主要系本期需支付的税金少于上
年同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53,969,343.17

-37,289,732.00

-16,679,611.17

-44.73%

金流量净额
处置固定资产、无 462,617.06

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等支付的现
金较多。

9,330,721.64

-8,868,104.58

-95.04%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老百姓泵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业转让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所致。

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40,400,000.00

-40,400,000.00

-100.00%

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收到
股权转让款所致。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20,000,000.00

189,680,840.70

-169,680,840.70

-89.46%

动有关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 25,580,029.26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回子公司债权
转让款。

37,427,872.42

-11,847,843.16

-31.66%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主要系本期购建长期资产支出减
少所致。

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20,654,397.88

239,976,291.75

-219,321,893.87

-91.39%

小计
投资支付的现金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处置子公司
股权及债权转让款。

60,900,000.00

-60,9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子公司无锡
康宇股权转让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25,580,029.26

98,327,872.42

-72,747,843.16

-73.98%

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4,925,631.38

康宇股权转让款。
141,648,419.33

-146,574,050.71

-103.48%

金流量净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子公司无锡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处置子公司
股权及债权转让款。

11,092,112.50

-11,092,112.50

-100.00%

金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股权激励行
权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13,000,000.00

167,000,000.00

-154,000,000.00

金

-92.22%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较少，偿还银
行借款也相对少于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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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1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2018年3
月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3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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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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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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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许敏
田、杨佩华

其他承诺

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 2010 年 01
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 月 2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权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

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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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的
许敏田、许鸿峰、
其他承诺
王建忠、叶兴鸿、
王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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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30 日

任职期间及
离职后 6 个 严格履行
月内

司股份。
不为任何激励对象依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激励承诺

本公司

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激励计划获取的有关权益

2014 年 12

2019 年 2 月

月 12 日

1日

严格履行

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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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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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
詹军辉、詹秀芳

界泵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保证不利用新界泵业控股子

2012 年 05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长期

严格履行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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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

作承诺

促使其拥有控制权的公司、
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
沈云荣、毛玲君

或间接从事与新界泵业相同 2016 年 04
或相似的业务（指新界泵业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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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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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中、王习智

宇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 2016 年 10
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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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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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无锡康宇相同或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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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1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

回购股份承
诺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公司回购股份的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2018 年 03

2019 年 2 月

月 01 日

28 日

严格履行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
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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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步的工作计划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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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45%

至

0%

5,427.23

至

9,867.7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9,867.70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上年同期因转让子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约 4,044.86 万元，所以上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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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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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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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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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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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