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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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费战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留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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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资产总额 （元） 646,595,754.22 638,867,677.07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元） 
582,558,413.94 562,540,389.38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7.70 7.43 3.63%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51,454.41 86.1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5 90.38%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44,990,209.50 36,604,732.98 2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018,024.56 7,724,662.20 15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4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4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6.30% -2.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0% 6.0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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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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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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650.00  

所得税影响额 -194,250.75  

合计 1,100,75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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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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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玉庆 1,634,456 人民币普通股 

柯勤勇 4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徐桂花 408,652 人民币普通股 

吴志强 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解生礼 2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22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屠文斌 220,006 人民币普通股 

薛晓燕 1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郝晓峰 1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锦梅 1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费战波 33,047,040 0 0 33,047,040 首发承诺 2014 年 08 月 31 日 

费占军 9,260,940 0 0 9,260,940 首发承诺 2014 年 08 月 31 日 

王钧 4,866,420 0 0 4,866,42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邬群艳 1,820,000 0 0 1,82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海通开元投资有

限公司 
1,560,000 0 0 1,56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泰豪晟大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1,560,000 0 0 1,56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上海正同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1,560,000 0 0 1,56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郑永锋 780,000 0 0 78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林安秀 422,760 0 0 422,76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李留庆 416,000 0 0 416,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李健 325,000 0 0 325,000 首发承诺 2014 年 08 月 31 日 

宋红亮 281,840 0 0 281,84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袁金龙 260,000 0 0 26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魏东林 260,000 0 0 26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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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 260,000 0 0 260,000 首发承诺 2012 年 08 月 31 日 

合计 56,680,000 0 0 56,680,000 － －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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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1、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896.23 万元，较 2011 年末增长 123.07%，主要原因是销售人员出差借款及暂付款增

加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252.68 万元，较 2011 年末下降 57.92%，主要原因是 2011 年度奖金在本报告期

进行发放所致； 

    3、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42.08 万元，较 2011 年末下降 73.44%，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部分款项。 

二、利润表项目分析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 48.92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174.58%，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销

售收入增长，应交增值税增加，所提取的附加税费也相应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本报告期销售费用发生额为 488.53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61.11%，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营业收入增加，销售费用也相应增加。 

    3、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发生额-363.79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下降 7,842.98%，主要原因是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

致； 

    4、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 85.11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601.48%，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增加导

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发生额 1,042.7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82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所致； 

    6、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发生额 0.56 万元，金额较 2011 年同期增加 0.42 万元，增长幅度 298.94%，主要原

因是固定资产清理支出增加所致； 

    7、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发生额 192.21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57.82%，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提取的应缴所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05.15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86.16%，主要原因是经营流出支付现金减少所

致； 

    2、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81.82 万元，较 2011 年同期下降 6,003.41%，主要原因是本期生产设备的采购

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2012 年第一季度，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加强科学管理、加大研发及

市场开拓力度，同时受国家节能减排、环保政策的支持以及公司自身品牌及市场认可度逐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经营业绩稳步增长，主要经营指标较去年同期也相应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99.0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91%，营业利润 1,151.8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40%，

利润总额 2,194.0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5.3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01.8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9.14%。 

二、报告期内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立足于智能表及系统产业，牢记“成为世界智能表行业的领导者”的使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自主研发，不断创新”为根本，以公司的技术优势、经验优势、品牌优势为基础，围绕董事会的工作部署，抢抓机遇，努

力开拓市场，扩大产品应用领域，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和品牌建设，吸纳和培养高素质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并不

断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和质量，2012 年 2 月，公司获 2011 年度“郑州市市长质量奖”，可靠的产品质量及卓越绩效管理体系为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非接触 IC 卡智能表、物联网智能表在行业的市场份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未来工作安排和发展计划 

    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公司将继续遵循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募投项目的建设和营销网络建设，加强市场开拓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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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研发机制，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水准，积极引进高端、复合型人才和内部人才培养，推行管理新理念，完善公司的

办公管理系统、ERP 物流管理系统，CMMI 研发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以进一步保持和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力争

早日成为“世界智能表行业的领导者”。 

 

§4 重要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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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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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战波、费占军、

李健、海通开元

投资有限公司、

泰豪晟大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上

海正同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邬群

艳、郑永锋、李

留庆、袁金龙、

李建伟、魏东林、

王钧、林安秀、

宋红亮 

    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费战波、费

占军及其关联方李健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

承诺期限届满后，在费

战波或费占军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其关联方李

健，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费战

波和费占军申报离职后

半年内，其关联方李健

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 3 家法人股

东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

司、泰豪晟大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正同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及邬群

艳、郑永锋、李留庆、

袁金龙、李建伟、魏东

林、王钧、林安秀、宋

红亮 9 位自然人股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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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费战波、

费占军、王钧、袁金龙、

魏东林、李留庆、宋红

亮、郑永锋、林安秀、

李建伟承诺：将遵守《公

报告期内，承诺人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未

发现违反上述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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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买

卖本公司股份行为的相

关规定，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

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若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

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

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费战波、费占军 

(一) 实际控制人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

存在的同业竞争，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费战波、费占军已向

发行人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本人将不在中国

境内外投资、收购、兼

并与新天科技现有主要

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司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若新天科技今后

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

本人控制的公司或其他

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

以控股方式，或以参股

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

式从事与新天科技新的

业务领域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活动。 

    3、如若本人控制的

单位出现与新天科技有

直接竞争的经营业务情

况时，新天科技可以提

出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

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

报告期内，承诺人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未

发现违反上述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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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集中到新天科技经

营。 

    4、本人承诺不以新

天科技实际控制人的地

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

而损害新天科技其他股

东的权益。 

    5、如因本人控制的

公司或其他组织违反上

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新

天科技的权益受到损害

的，则本人同意向新天

科技承担相应的损害赔

偿责任。 

（二）缴纳社会保险及

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公司 2007 年 12 月

以前未为员工缴纳基本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2007 年 3 月以前未为员

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但

公司所在地的社会保障

部门和主管公积金管理

中心未要求公司限期补

缴任何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就此，公司

控股股东费战波、费占

军已出具承诺：“如公司

及其子公司被要求为员

工补缴或追偿社会保险

金或住房公积金，本人

将对此承担责任，并无

条件、连带的按本承诺

函出具时承诺人间彼此

持股比例全额承担应补

缴或被追偿的金额、承

担滞纳金和罚款等相关

经济责任及因此所产生

的相关费用，保证公司

及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

受任何损失”。 

 

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731.84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7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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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变更) 

承诺投资项目  

民用智能计量仪表扩

建项目 
否 

14,000.

00 
14,000.00 69.75 69.75 0.5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技术研究中心升级项

目 
否 

6,000.0

0 
6,000.00 0.00 0.00 0.0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0,000.

00 
20,000.00 69.75 69.75 - - 0.00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0.00 0.00 0.00 0.00 - - 0.00 - - 

合计 - 
20,000.

00 
20,000.00 69.75 69.75 - - 0.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公司超募资金共计 18,731.84 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未对超募资金使用。2012 年 1 月 18 日公司

首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公司拟使用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的超募资金中的 4,524 万元人民币投资于“公司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对该

项目房产购置进行选址，待地址确定后将加快营销网点的建设，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2012 年 1 月 18 日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公司将民用智能计量仪表扩建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竹西路北、牵

牛路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募集资金监管专户中，公司将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尽快安排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2 年 3 月 26 日，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7,5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2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 7,5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7,568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5,136 万股。 

     以上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12 年 0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尚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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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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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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