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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2-017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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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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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汝林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汪东升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丛强滋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海霞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萍

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1,531,269,404.12 1,525,519,247.29 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289,669,037.95 1,264,708,782.16 1.97% 

总股本（股）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30 4.22 1.9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34,525,818.80 121,542,726.94 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887,093.71 19,946,063.57 24.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836,884.83 -22,408,451.08 -64.3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2 -0.07 -7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1.73% 0.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0% 1.52% 0.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3,829,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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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2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3,971.11  

所得税影响额 -575,178.13  

合计 3,215,274.95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71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945,1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28,427,006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124,49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5,511,368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347,640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治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3,218,047 人民币普通股 

门洪强 2,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丛强滋 2,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00,06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1,834,888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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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 56.06%，主要系本期公司新开发项目增加，试制材料需求导致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较年初增长 46.75%，主要系本期公司计提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87.93%，主要系本期公司应收退税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较年初增长 89.43%，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客户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67.48%，主要系本期公司缴纳上年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长 46.44%，主要系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年初减少 49.09%，主要系汇率变动外币报表换算所致。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8.25%，主要系本期公司子公司数码科技营业利润大幅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98.95%，主要系上期公司营业外支出为 55030.00 元，本期营业外支出为 580.00 元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4.39%，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增长低于支付的经营

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增长所致，其中主要为薪酬固浮比例调整薪酬支付额增加及税费支付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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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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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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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3、公司没有需要披露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4、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未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5、报告期内公司共取得专利授权 12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申请并受理的专利 2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5 项，含国际发明专

利 12 项）；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行前股东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联众利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山

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山东鲁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市前均

签署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威海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股东门洪强、丛强滋、宋军利、

谷亮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威海联众利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此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

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

持有公司股票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上述

承诺人均严格履

行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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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 46 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后第十三个月起三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010 年 6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聘请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公司聘任王春涛先生为总工程师，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总工程师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已向深交所申

请将王春涛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 

2012 年 3 月 21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

四届监事会，公司发行前自然人股东高明先生、袁勇先生、丛培诚

先生成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请将上述人员所持

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 

2012 年 3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聘任陈大相先生、张永胜先生为

副总经理，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请将上述人员所持公司股份纳入高管

股份进行管理。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20.00% ～～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20%-5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017,164.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国内、外市场的各类产品销售均不同程度增长。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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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0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证券、人保资产、天弘基金、中

信产业基金、源乐昇、光大保德信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公开披露

的信息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丛强滋 

2012 年 4 月 19 日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3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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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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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3.2.4 其他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4 对2012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