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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1-019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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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门洪强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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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1,393,800,676.87 1,379,713,567.64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165,649,224.32 1,146,053,362.90 1.71% 

股本（股）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7.77 7.64 1.7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21,542,726.94 74,225,509.49 6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946,063.57 12,030,339.91 6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08,451.08 -18,714,103.2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5 -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3.05% -1.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2% 2.77% -1.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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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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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454.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574.75  

所得税影响额 -423,0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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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3,600.83  

合计 2,368,68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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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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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19,0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14,21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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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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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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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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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49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50,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

投资基金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24,549 人民币普通股 

霸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霸菱中国Ａ股基金 6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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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利息较年初增长３９.０５%，主要是计提银行存款利息的影响。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５２.７９%，主要是合并报表及应收退税款增加的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长３４.５６%，主要是合并范围变化及计提奖金尚未发放的影响。 

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５９.１１%，主要是公司本期缴纳税金的影响。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３２.０８%，主要是未到支付期款项增加的影响。 

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长３８.７８%，主要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的影响。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年初下降４３１.２４%，主要是汇率变动外币报表换算的影响。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３.７５%，主要是国内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实施以及国外市场客户订单增加的影响。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２.３３%，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入增加，成本相应上升的影响。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８６.１７%，主要是公司本期销售收入增长的影响。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５２.０９%，主要是本期市场人员差旅费及运输费增加的影响。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１.２１%，主要是本期公司技术研究开发费用增加的影响。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２４３.０４%，主要是本期公司利息收入增加的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５５.７１%，主要是本期应收款项增加导致坏账准备计提增加的影响。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８９.１０%，主要是上期公司支付捐赠款的影响。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７.１０%，主要是本期公司利润总额增加的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１２８１.６６万元，主要是张村科技园、初村产业园建设投入及投资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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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７９６５２.０３万元，主要是上期发行股票收到投资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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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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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申请并受理的专利 24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 项，含国际发明专

利 7 项）； 

6、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5 项。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共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5

项； 

7、报告期内公司新参与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用于物品管理的射频识别 数据协议：数据编码规则和逻辑存储功能》的起草制

定工作，主持行业标准《热打印头通用规范》和《接触式图像传感器通用规范》的起草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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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

人均严格履行所作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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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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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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工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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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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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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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 60.00% 

2010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824,2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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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门洪强 

2011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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