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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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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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元）

623,710,088.95

629,770,048.74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73,670,424.49

569,775,082.01

0.68%

总股本（股）

199,800,000.00

199,800,000.00

0.00%

2.87

2.85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92,414,371.33

122,916,680.51

-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1,257.59

2,271,914.50

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371,781.39

-38,193,615.73

-189.9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7

-0.19

-189.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39%

0.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41%

0.2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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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470.04

所得税影响额

-22,117.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附注（如适用）

-294.00
合计

66,058.53

-

1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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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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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1,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林玉英

671,761 人民币普通股

兴宁市众益福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5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龚锦尤

4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郑卫平

39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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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锡林

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瀚

198,360 人民币普通股

范东升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邵玉石

172,004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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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2012 年 3 月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30.41%，主要系公司预付供应商采购商品货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2012 年 3 月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56.88%，主要系个人备用金借款增加所致；
3、短期借款：2011 年年末余额为 8,232,341.31 元，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借款已全部归还。
4、应付账款：2012 年 3 月末余额较上年年末余额减少 28.57%，主要系本公司加强与供应商货款及时结算所致。
5、预收款项：2012 年 3 月末余额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 45.73%，主要系本公司收到客户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2012 年 3 月末余额较上年年末减少 33.88%，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奖金及其它年终福利等在本报告期支付所
致
7、应交税费：2012 年 3 月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增加 181.40%，主要原因系公司应交增值税增加影响所致
8、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2012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4.82% 、27.82%，主要系受外部市场经济环境影响所
致；
9、主营业务税金：2012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111.21%,主要系本季度缴纳前期房屋出租营业税金所致；
10、财务费用 ：2012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长 353.27%,主要原因系公司收到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
11、资产减值损失：2012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长 1359.76%,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收入：2012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88.19%，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3、所得税费用：2012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21.94%，主要系深圳地区所得税率调整增加至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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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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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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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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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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无
诺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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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前公司全体股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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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中
发行前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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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
再担任上述职务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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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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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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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幅度为：

-20.00%

～～

10.00%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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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9,0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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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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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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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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