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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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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947,829.72 528,985,259.73 15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070,732,616.92 264,403,339.67 304.96%

股本（股） 150,000,000.00 112,000,000.00 3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7.14 2.36 202.5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74,225,509.49 47,162,096.28 5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30,339.91 8,205,209.06 4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14,103.27 -8,546,526.0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2 -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5% 4.01% -0.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2.86% -0.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7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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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666.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2,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288,219.79

合计 1,128,245.49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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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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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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1,76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6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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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97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2,95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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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34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3,06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008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9,53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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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长 621.32%，主要是报告期内发行股票收到投资款影响。 
2、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 49.9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部分承兑到期影响。 
3、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 116.12%，主要是季节性因素和行业客户需求增长，公司备料预付货款增加影响。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34.40%，主要是预支差旅费增加影响。 
5、存货较年初增长 34.37%，主要是季节性因素和行业客户需求增长，公司对采购周期长的物料提前备料影响。 
6、预收账款较年初增长 82.75%，主要是报告期内国内客户预付货款和定金增加影响。 
7、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长 4030.55%，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的奖金未发放影响。 
8、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 65.54%，主要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 
9、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 104.98%，主要是报告期内部分上市发行费用尚未支付影响。 
10、股本较年初增长 33.93%，主要是报告期内发行股票影响。 
11、资本公积较年初增长 24053.3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到位，股本溢价影响。 
12、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年初下降 176.21%，主要是汇率变动外币报表换算的影响。 
1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较年初增长 304.96%，主要是净利润增加、报告期内发行股票影响。 
14、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7.3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国内市场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实施，国外市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

的逐渐消退和国外新客户的增加，公司产品出口量增长。 
15、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38.6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加，成本相应上升影响。 
16、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96%，主要是报告期内工资奖金、代理维修费及运输费增加影响。 
17、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61.33%，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技术研究开发费用增加影响。 
18、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34.9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利息支出增加影响。 
1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97%，主要是报告期内参股子公司山东华菱及华菱光电业绩增长影响。 
20、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386695.34%，主要是支付捐赠款 50 万元。 
21、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87.56%，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增加。 
22、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44.7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影响净利润增加。 
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016.76 万元，主要是材料款支付增加、行业客户信用期内欠款增加。 
2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364.23 万元，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参股子公司山东华菱年度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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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的时间由上年一季度改为今后每年二季度发放。 
2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77,756.12 万元，主要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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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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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度财务报告未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5.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专利授权 4 项，申请并受理的专利 2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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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1 项； 
7.报告期内公司新参加《热敏纸》国家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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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售承诺 
发行前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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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

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山东鲁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特别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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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上述承

诺人均严格履行

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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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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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市前均签署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报告期内，上述承

诺人均严格履行

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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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含追加

承诺） 无 无 无 

3.4 对 201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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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公司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30%-60% 

2009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53,224.7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稳步增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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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