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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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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许伟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东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然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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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30

增减幅度（%）

2010.12.31

总资产（元）

627,205,742.66

640,198,086.77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64,106,945.71

574,544,803.09

-1.82%

股本（股）

199,800,000.00

111,000,000.00

80.00%

2.82

5.18

-4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011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142,587,076.46

4.51%

407,543,549.33

22.66%

6,243,127.95

-4.78%

19,532,142.62

-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40,891,202.79

-35.4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2047

-64.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0%

0.10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0%

0.10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11%

3.34%

-1.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4%

-0.12%

3.19%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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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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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65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67,1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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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286,673.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529.17
合计

893,03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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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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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明珠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1,690,492 人民币普通股

张建斌

1,000,372 人民币普通股

兴宁市众益福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572,335 人民币普通股

郑卫平

396,144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富 2 号

383,6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华江实业有限公司

280,260 人民币普通股

龚锦尤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孙锡林

2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钱凤飞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志雄

204,300 人民币普通股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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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减少 29.40%，主要系公司增加营业支出、对外投资所致；
2、应收票据：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增加 96.27%，主要系公司收到客户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增加 54.04%，主要系公司支付个人借款及备用金所致；
4、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分别增加 334.24%、减少 67.63%，主要系本公司本期购
进机器设备及在建工程完成验收手续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5、应付账款：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减少 35.10%，主要系公司为争取采购价格优势采用现金付款及支付
前期采购货款等原因导致；
6、商誉：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 1,505.28 万元，主要系公司收购深圳市库泰克电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形成；
7、短期借款：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增加 8,232,341.31 元，主要系本公司为降低外币汇率变动风险而使用
银行汇利宝质押贷款；
8、应交税费：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减少 46.87%，主要系期末应交增值税减少影响所致；外
9、其他应付款：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增加 567.79%，主要系支付货物进口报关相关性税费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减少 75%，主要系报告期内摊销原因所致；
11、股本：2011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 2010 年年末余额增加 8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影响所致；
12、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2011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22.66%、20.7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13、营业税金及附加：2011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196.56%，主要系报告期内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及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
增加而增加双重原因导致；
14、销售费用：2011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64.5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募投项目新增营销网点而相应增加营销人员、
运输费、业务费用等等；
15、管理费用：2011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5.84%，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各项管理成
本如办公费、职工薪酬等随之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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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财务费用：2011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109.53 万元，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及本期银行利息收入增
加等共同因素影响所致；
17、营业外收入及支出：2011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40.19%、252.0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政府财政补贴收入
及房屋押金损失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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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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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承诺人
无

承诺内容
无

履行情况
无

按照《投资协议》
，在新
亚制程完成对库泰克
51%股权的收购后的
2011、2012、2013 年三
个会计年度，库泰克需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深圳市新力达电 分别完成年净利润 500
履行中
诺
子集团有限公司 万元、800 万元、1200
万元的经营目标。如未
完成该目标，本公司承
诺将以现金方式补足实
际净利润与经营目标的
差额。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伟
明、徐琦在公司上市前
签署《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
发行前全体股东
履行中
新力达集团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许伟明、徐琦在
公司上市前签署《规范
关联交易承诺函》
。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发行前全体股东 发行前公司全体股东承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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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不
再担任上述职务六个月
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度的预计范围
幅度为：

-20.00%

～～

10.00%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董事会关于业绩变动、亏损、扭亏为盈的原因说明。如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
的不确定因素，应当予以声明并对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合理分析。

26,441,7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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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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