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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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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力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霍淑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霍淑贤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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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69,463,897.54 221,870,122.70 11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股

东权益（元） 
425,773,036.26 186,948,645.66 12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4.4351 4.4512 -0.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53,966,009.95 -8.43% 124,940,785.24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 
21,298,855.59 12.56% 39,627,990.60 1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0,894,056.49 -48.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 -- 0.1135 -7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4.35% 0.42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4.35% 0.42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4.29% 10.23% -7.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5.13% -4.21% 10.02% -6.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53,9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5,0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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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61.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3,840.14  

合计 815,094.1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重大风险提示 

1、高成长性难以长期保持的风险 

近年来，超声热量表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对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贡献重大，而超声热量表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又得益于热量

表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以及公司自成立以来逐步建立的品牌、技术创新、管理团队、业务模式等竞争优势。虽然热量表行业正

处于快速成长期，但如果热量表行业出现市场突变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同时公司又未能妥善处理快速扩张过程中的管理、

市场开拓、人才瓶颈等问题，未能提高其他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则公司存在难以保持高速成长性的风险。 

2、规模迅速扩张带来的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最近几年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均快速增长。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生产规

模和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存在规模迅速扩张引致的经营管理风险。 

3、公司税收优惠以及政府补贴对公司业绩影响 

公司税收优惠在公司经营业绩当中占比较大，如未来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出现不可预测的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

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03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力新 境内自然人 37.33% 35,833,734 35,833,734   

王永存 境内自然人 11.20% 10,748,572 10,748,572   

北京信捷和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3,428,572 3,428,572   

苏志强 境内自然人 3.46% 3,322,286 3,322,286   

董建国 境内自然人 2.54% 2,442,858 2,442,858   

刘健胤 境内自然人 2.44% 2,338,628 2,338,628   

张继川 境内自然人 2.34% 2,247,428 2,24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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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芝 境内自然人 2.29% 2,194,286 2,194,286   

刘春华 境内自然人 2.24% 2,149,714 2,149,714   

李志忠 境内自然人 2.19% 2,104,114 2,104,11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郑国基 744,052 人民币普通股 744,0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

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4,001 人民币普通股 514,001 

蒋安娣 3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600 

金先德 21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7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

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400 

王花鱼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

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76,473 人民币普通股 176,473 

黄德荣 167,787 人民币普通股 167,787 

张垣波 144,761 人民币普通股 144,761 

东方汇理银行 132,972 人民币普通股 132,9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股东蒋安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8,600 股.2、公司股东金先

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14,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4,700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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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新 35,833,734   35,833,73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王永存 10,748,572   10,74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北京信捷和盛投 3,428,572   3,428,572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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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志强 3,322,286   3,322,286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董建国 2,442,858   2,442,858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刘健胤 2,338,628   2,338,628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张继川 2,247,428   2,247,428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许文芝 2,194,286   2,194,286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刘春华 2,149,714   2,149,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李志忠 2,104,114   2,104,1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王健 2,052,000   2,052,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王立臣 1,908,686   1,908,686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马安斌 171,428   171,428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孙锴 51,428   51,428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霍淑贤 51,428   51,428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史越军 51,428   51,428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志成 34,286   34,286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董林璞 25,714   25,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吴永新 25,714   25,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少轩 25,714   25,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曹贺刚 25,714   25,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白洁 25,714   25,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7 年 1 月 23 日 

杜长征 25,714   25,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照亮 25,714   25,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赵宏建 21,772   21,7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王福明 20,572   20,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路露 20,572   20,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英泽 20,572   20,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魏顺永 20,572   20,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东 20,572   20,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国增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震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陈辉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牟德利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陈冰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姚洪涛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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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静辉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叶红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培旭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李斌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王全福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耿秀华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韩春苗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孙中辉 17,142   17,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宋海生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曹翠萍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郭晨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李艳蕊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邹佳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海军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孙少海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怀忠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林振刚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崔笑东 13,714   13,714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冉 10,286   10,286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焦崇伟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宗勇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谢辉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姚文平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郭勇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亚军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田春飞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谌立芬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高乔英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陈爱中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江丽 8,572   8,57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铁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弭桂成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李文彬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王均芝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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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史向坤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孙学艺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刘晨阳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钱领先 6,342   6,3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杜秋 5,142   5,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王伟 5,142   5,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宋旭东 5,142   5,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郭营营 5,142   5,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张民 5,142   5,14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015 年 1 月 23 日 

合计 72,000,000 0 0 72,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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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9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82,099,395.99 51,522,144.51 130,577,251.48 253.44% 主要系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035,095.89 0.00 15,035,095.89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2,124,852.00 3,820,000.00 -1695148.00 -44.38% 主要系上年末及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

汇票已大部分用于结算所致。 

应收账款 70,413,339.54 50,117,762.51 20,295,577.03 40.50% 主要系营业收入的增涨及部分应收账

款根据合同尚未到付款期所致。 

预付款项 2,552,660.74 11,756,341.31 -9203680.57 -78.29% 主要系将预付工程款及设备款重分类

到在建工程及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应收利息 2,547,720.55 0.00 2,547,720.55  主要系银行定期存款计提的未到期利

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996,078.11 2,139,862.37 2,856,215.74 133.48%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68,555,708.57 51,884,864.93 16,670,843.64 32.13%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根据销售情况增

加备货。 

在建工程 46,565,114.93 2,187,197.09 44,377,917.84 2028.99% 主要系公司新厂区建设投资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631,892.85  25,631,892.85  主要系将预付工程款及设备款重分类

到本科目所致。 

预收款项 8,012,473.67 3,572,606.42 4,439,867.25 124.28% 主要系预收部分货款，尚未发货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107,834.50 607,834.50  2,500,000.00  411.30%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内取得政府拨款

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

本） 

96,000,000.00 42,000,000.00  54,000,000.00  128.57%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内因发行新股及

实施了资本转增股本、派发股票股利

所致。 

资本公积  207,837,551.83 8,641,151.83 199,196,400.00  2305.21%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内因发行新股股

本溢价所致。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9月 2013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7,670,100.05   13,082,895.99   4,587,204.06  35.06% 主要系公司加大销售力度业务人员差旅

费及薪酬同比有所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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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4,306,853.94   -26,635.25   -4,280,218.69  16069.75% 主要系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85,450.07   1,448,678.99   -463,228.92  -31.98%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同比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8,000,768.79   5,635,400.13   2,365,368.66  41.97%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同比增

加较大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061.64   79,501.71   -49,440.07  -62.19% 主要系本期发生非正常业务支出较少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9月 2013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重大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894,056.49  21,131,569.53  -10,237,513.04  -48.45%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363,330.14  -1,785,465.50  -80,577,864.64  4512.99%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内新厂区建设投资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2,046,525.13   -210,000.00  202,256,525.13  -96312.63% 主要系公司本期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所

致。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报告期内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具体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12,494.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4%，主要系公司把握国家政策，制定多种有效措施，不断加大市

场拓展力度，公司订单同比增加，主营产品超声水表和超声流量计销量均有一定幅度增加所致。 

 

重大已签订单及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分散的订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重要研发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达目标 项目进展 预计对未来的影响 

1 智能温控阀 配合超声热计量产品精准计量的同时

实现室温控制，计量收费后达到行为

节能。 

在研 满足超声热量表实现温度控制基本需求，全面

实现供热计量收费后的行为节能。 

2 无线室温采集系统 采用无线方式，实现楼宇供热室温数

据的时时采集。 

在研 针对非一户一表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实

现室温的时时采集与监控，对接楼宇热计量产

品计量数据，达到时时调节控制换热站供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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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目的。 

3 汇中供热计量管理平台 实现海量供热计量数据的采集、分析

与处理。 

在研 与超声热量表、智能温控阀组成一体化超声测

量数据采集处理平台，实现海量供热计量数据

的采集、分析与处理。实现供热企业节能降耗

的目标。 

4 汇中供水计量管理系统 实现海量水计量数据的采集、分析与

处理。 

在研 与超声水表组成一体化超声测量数据采集处

理平台，实现水计量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处理。

实现供水企业节能降耗的目标。 

5 SCL-83便携式超声流

量计（单声路） 

降低成本，实现单声路超声流量计的

便携测量。 

在研 满足价格敏感用户对便携式超声流量计的需

求。 

6 大口径电池供电插入式

超声热量表 

实现电池供电微功耗，最大测量口径

达到DN1600的插入式超声热量表设

计。 

在研 满足对现场无电源的大口径管道的供热计量

需求。 

7 RTU水文水资源遥测终

端机 

实现集数据采集、显示、存储、通信

和远程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高可靠性

和高智能化的微功耗遥测终端机的设

计。 

在研 与超声流量计或超声水表配套打包销售，实现

水资源监控，可广泛应用于水利、工业、石油

等行业。 

8 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的

IIC类超声流量计 

完成本质安全等级为ib IIC T6和

HART接口的超声流量计设计。 

在研 满足更高本质安全等级要求的客户，进一步拓

宽市场领域，增强产品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发生重大变化

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客户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2014年度经营计划和策略，开展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企业经营业绩取得了持续稳定的增长。 

生产经营方面，公司继续保持热量表市场的稳定发展和渠道建设，综合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搞好生产经营，满足重

点客户的市场供应；技术研发方面，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在强化原有产品结构及各项性能指标的基础上，针对用户的需

求，加强了超声测流产品系统工程管理平台的建设与推广；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管理逐步向精细化转变，使得公司从整体方

面提升了快速反应能力。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开发力度，针对供水公司推出了降低漏损率提高经济效益的综合节

能减排方案，并初见成效。进一步加大了智能小口径超声水表的市场推广力度，积极开发成熟客户资源为智能小口径超声水

表批量替代传统水表打下坚实的市场基础。 

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风险因素、公司经营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的“二、重大风险提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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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权激励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 

一、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1）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公

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前提下，本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的股东、

现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发起人股

东已承诺会增持公司股份。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发起人股东履行完毕增持公

司股份的具体计划后，公司股价依然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本公司承诺回购部分公司

股份，并在公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制定股份回购的议案，

回购价格不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 120%。股

份回购议案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履行相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他对公司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相关的程序后由本公司实施。（2）若上市后三年

内有新聘任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本公

司承诺会要求其作出如下承诺：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公司

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前提下，在 6 个月

内以集合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个人增持不低于 1 万股公司

股份（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增持股份数量将

进行相应调整），且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不因职务变更、离

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该承诺。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公司 
二、关于股东减持：本公司上市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时，本公司将督促其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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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承

诺。 

公司 

三、关于违规披露的承诺：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公司将按二级市场的公司

股价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若公司上市后发生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

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公司 

四、关于违反有关承诺事项的约束：若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

承诺，本公司将及时、充分披露未能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

因，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

者的权益。因未能履行上述承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本公司

将依法向投资者进行赔偿。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张力新（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王永存（持

股 5%以上

股东、发起

人股东、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1、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

两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

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2、公司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

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3、在上述两项

承诺涉及期间内，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

行上述承诺；4、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张力新（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王永存（持

股 5%以上

股东、发起

人股东、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之（一）关于股份增持：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若公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前提下，本人承诺增持公司股份，并按照以下区间在 6 个

月内以集合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股份，且在公司上市后

三年内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该承诺：

张力新合计增持股份不低于增持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1%、不

超过增持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2%；王永存合计增持股份不低

于增持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5%、不超过增持前公司股本总

额的 1%。本人承诺在公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就增持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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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增持方

式、拟增持的股份数量及比例等信息，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本人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增持计划，并在增持计

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保证增持后公司

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备忘录的要求。 

张力新（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王永存（持

股 5%以上

股东、发起

人股东、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之（二）关于股份回购：若本人和

公司其他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发起人股东履行完毕增

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后，公司股价依然连续 20 个交易日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在公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日起

的 5 个交易日内，本人承诺同意由公司回购部分股份，具体

按公司作出的承诺执行。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张力新（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王永存（持

股 5%以上

股东、发起

人股东、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三、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公司上市后，本人在不违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下可能减持

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两年内，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且减持前 3 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张力新（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王永存（持

股 5%以上

股东、发起

人股东、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四、关于违规披露的承诺：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人承诺将督促并同意公司

按二级市场的公司股价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本

人将按二级市场的公司股价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

的原限售股份（若公司上市后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

应调整）。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张力新（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五、关于违反有关承诺事项的约束：若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有

关承诺的，本人承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锁定期内所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应获得的现金分红归公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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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王永存（持

股 5%以上

股东、发起

人股东、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司所有。 诺。 

许文芝（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

人） 

1、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两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

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2、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

进行相应调整）；3、在上述两项承诺涉及期间内，本人不因

张力新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4、

在张力新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

张力新从公司离职，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5、若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有关承诺的，本人承诺所

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锁定期内所持公司

股份所对应的应获得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苏志强、刘

健胤、刘春

华、马安斌、

王健（股东、

董事和/或

高级管理人

员或监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1、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

两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

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2、公司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

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3、在上述两项

承诺涉及期间内，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

行上述承诺；4、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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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志强、刘

健胤、刘春

华、马安斌、

王健（股东、

董事和/或

高级管理人

员或监事）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之（一）关于股份增持：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若公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前提下，本人承诺增持公司股份，并在 6 个月内以集合竞

价或大宗交易方式与除张力新、王永存以外的其他现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起人股东合计增持不低于增持前公司

股本总额的 1%、不超过增持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2%的股份，

具体将根据首次公开发行前各自的持股数量占合计持股数

量的比例进行增持。本人承诺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不因本人

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该承诺。本人承诺在公司

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就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书面

通知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增持方式、拟增持的股份数量及比

例等信息，并由公司进行公告。本人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6 个

月内完成增持计划，并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出售

所增持的股份，保证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增持股份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备忘录

的要求。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苏志强、刘

健胤、刘春

华、马安斌、

王健（股东、

董事和/或

高级管理人

员或监事）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之（二）关于股份回购：若本人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起人股东履行完毕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后，公司股价

依然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的，本人承诺同意由公司回购部分股份，具体按公司作出

的承诺执行。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苏志强、刘

健胤、刘春

华、马安斌、

王健（股东、

董事和/或

高级管理人

员或监事） 

三、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公司上市后，本人在不违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下可能减持

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两年内，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且减持前 3 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苏志强、刘

健胤、刘春

华、马安斌、

王健（股东、

董事和/或

高级管理人

员或监事） 

四、关于违规披露的承诺：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人承诺同意公司将按二级

市场的公司股价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本人将按

二级市场的公司股价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原限

售股份（若公司上市后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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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苏志强、刘

健胤、刘春

华、马安斌、

王健（股东、

董事和/或

高级管理人

员或监事） 

五、关于违反有关承诺事项的约束：若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有

关承诺的，本人承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锁定期内所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应获得的现金分红归公

司所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孙锴、白洁

（股东、监

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1、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孙锴、白洁

（股东、监

事） 

二、关于违规披露的承诺：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人承诺同意公司将按二级

市场的公司股价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本人将按

二级市场的公司股价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原限

售股份（若公司上市后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孙锴、白洁

（股东、监

事） 

三、关于违反有关承诺事项的约束：若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承

诺的，本人承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锁定期内所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应获得的现金分红归公司

所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董建国、张

继川、李志

忠、王立臣

（发起人股

东）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1、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

两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

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2、公司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公司发

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3、在上述两项

承诺涉及期间内，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

行上述承诺。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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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国、张

继川、李志

忠、王立臣

（发起人股

东）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之（一）关于股份增持：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若公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前提下，本人承诺增持公司股份，并在 6 个月内以集合竞

价或大宗交易方式与除张力新、王永存以外的其他现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起人股东合计增持不低于增持前公司

股本总额的 1%、不超过增持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2%的股份，

具体将根据首次公开发行前各自的持股数量占合计持股数

量的比例进行增持。本人承诺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不因本人

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该承诺。本人承诺在公司

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就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书面

通知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增持方式、拟增持的股份数量及比

例等信息，并由公司进行公告。本人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6 个

月内完成增持计划，并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出售

所增持的股份，保证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增持股份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备忘录

的要求。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董建国、张

继川、李志

忠、王立臣

（发起人股

东）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之（二）关于股份回购：若本人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起人股东履行完毕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后，公司股价

依然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的，本人承诺同意由公司回购部分股份，具体按公司作出

的承诺执行。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董建国、张

继川、李志

忠、王立臣

（发起人股

东） 

三、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公司上市后，本人在不违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下可能减持

部分股份。在公司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两年内，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且减持前 3 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董建国、张

继川、李志

忠、王立臣

（发起人股

东） 

四、关于违规披露的承诺：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人承诺同意公司将按二级

市场的公司股价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本人将按

二级市场的公司股价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原限

售股份（若公司上市后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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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损失。 

董建国、张

继川、李志

忠、王立臣

（发起人股

东） 

五、关于违反有关承诺事项的约束：若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有

关承诺的，本人承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锁定期内所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应获得的现金分红归公

司所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北京信捷和

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65 个公司首

发前持有公

司股份的自

然人股东 

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本公司）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一、关于违规披露的承诺：《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若《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二、关于违反有关承诺事项的约束：若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

诺，公司将及时、充分披露未能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

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

者的权益。因未能履行上述承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公司将

依法向投资者进行赔偿。若除公司以外的责任主体未能履行

上述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锁

定期内所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应获得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

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张力新、王

永存、苏志

强、董建国、

刘健胤、张

继川、刘春

华、李志忠、

王健、王立

臣（公司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其他发起人

股东） 

本人在作为公司的股东期间及其后 5 年内，或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其后 2 年内，本人及与本人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也不会以任

何方式为与公司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经济组织提供任何

资金、业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凡本人及与本人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或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有任

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公司生产经营

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将按照公司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

让与公司，以避免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行了承

诺。 

马安斌、孙

锴、白洁（其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其后 2 年

内，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

2013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承诺方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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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任董

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的股东）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与公司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

经济组织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

凡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或其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或经济组织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

会与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将按照公司的要

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公司，以避免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行了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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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99.64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69.0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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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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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

告期末

累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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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超声热量表产业化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否 15,000 15,000 2,692.16 5,253.2 35.02% 

2015 年

06 月 30

日 

0 0 否 否 

大口径超声水表产

业化项目 
否 6,000 6,000 1,076.86 2,101.28 35.02% 

2015 年

06 月 30

日 

0 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1,000 21,000 3,769.02 7,354.48 -- -- 0 0 -- --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 21,000 21,000 3,769.02 7,354.48 -- -- 0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1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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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2014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1,109,315.76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

第 7102869 号《关于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独立

董事柳宝诚、娄国焕、王富强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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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公司实际情况

投资于相关项目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三、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2014年4月17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2013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2014年3月18日公司总股本4,800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80.00万元（含税）；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股票股利9股（含税），共计派发股票股利合计4,320万股；以资本公积金480 万元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

本1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合计480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600万股。公司已于2014年4月29日发布了《唐山汇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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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5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5月9日，

截止本报告期末，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现金分红政策的专项说明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是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是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是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是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其合法权益是

否得到了充分保护： 

是 

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透

明：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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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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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报告期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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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2,099,395.99 51,522,144.5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035,095.89  

  应收票据 2,124,852.00 3,820,000.00 

  应收账款 70,413,339.54 50,117,762.51 

  预付款项 2,552,660.74 11,756,341.3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2,547,720.55 0.0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996,078.11 2,139,862.3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8,555,708.57 51,884,864.93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348,324,851.39 171,240,975.63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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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3,880,585.84 12,955,924.14 

  在建工程 46,565,114.93 2,187,197.09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4,058,315.33 34,630,706.1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3,137.20 855,319.6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631,892.8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1,139,046.15 50,629,147.07 

资产总计 469,463,897.54 221,870,122.7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6,441,093.32 23,913,304.51 

  预收款项 8,012,473.67 3,572,606.4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9,226.52 8,499.84 

  应交税费 4,016,789.88 4,722,788.5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3,443.39 96,443.25 

  应付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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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107,834.50 607,834.50 

流动负债合计 41,690,861.28 32,921,477.0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2,000,000.00 2,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00,000.00 2,000,000.00 

负债合计 43,690,861.28 34,921,477.0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96,000,000.00 42,000,000.00 

  资本公积 207,837,551.83 8,641,151.83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18,630,749.38 18,630,749.3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3,304,735.05 117,676,744.4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25,773,036.26 186,948,645.6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25,773,036.26 186,948,645.6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69,463,897.54 221,870,122.70 

法定代表人：张力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霍淑贤                    会计机构负责人：霍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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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期利润表 

编制单位：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53,966,009.95 58,933,114.43 

  其中：营业收入 53,966,009.95 58,933,114.4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2,077,369.09 38,050,230.34 

  其中：营业成本 21,223,267.03 23,628,381.1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1,326.18 573,584.56 

     销售费用 5,061,430.08 5,373,297.37 

     管理费用 5,885,347.38 7,704,026.08 

     财务费用 -1,335,570.07 33,220.83 

     资产减值损失 601,568.49 737,720.34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35,095.8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923,736.75 20,882,884.09 

  加  ：营业外收入 2,645,731.13 2,786,601.55 

  减  ：营业外支出 30,061.6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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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24,539,406.24 23,669,485.64 

  减：所得税费用 3,240,550.65 4,747,479.8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1,298,855.59 18,922,005.77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298,855.59 18,922,005.77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2 0.2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2 0.23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

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 

  

八、综合收益总额 21,298,855.59 18,922,005.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21,298,855.59 18,922,005.7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张力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霍淑贤                    会计机构负责人：霍淑贤 

3、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编制单位：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24,940,785.24 118,951,294.34 

  其中：营业收入 124,940,785.24 118,951,294.3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85,542,097.04 84,054,403.70 

  其中：营业成本 50,345,946.04 49,736,8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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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26,254.38 1,225,596.92 

     销售费用 17,670,100.05 13,082,895.99 

     管理费用 19,421,200.44 18,586,978.20 

     财务费用 -4,306,853.94 -26,635.25 

     资产减值损失 985,450.07 1,448,678.99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35,095.8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9,433,784.09 34,896,890.64 

  加  ：营业外收入 8,000,768.79 5,635,400.13 

  减  ：营业外支出 30,061.64 79,501.7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47,404,491.24 40,452,789.06 

  减：所得税费用 7,776,500.64 7,048,461.7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9,627,990.60 33,404,327.3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627,990.60 33,404,327.35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42 0.4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2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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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

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 

  

八、综合收益总额 39,627,990.60 33,404,327.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39,627,990.60 33,404,327.3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张力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霍淑贤                    会计机构负责人：霍淑贤 

4、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4,854,224.56 112,281,339.3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7,084,682.04 5,460,551.1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959,812.93 4,809,827.2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9,898,719.53 122,551,717.7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7,466,566.07 43,488,744.3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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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4,992,383.36 21,258,927.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359,883.28 20,917,689.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185,830.33 15,754,787.5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9,004,663.04 101,420,14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94,056.49 21,131,569.5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6,507,847.14 1,785,465.5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55,483.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363,330.14 1,785,465.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363,330.14 -1,785,465.5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17,566,4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2,664,049.36  



唐山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3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0,230,449.3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0,800,0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7,383,924.23 21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8,183,924.23 21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46,525.13 -21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0,577,251.48 19,136,104.0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1,522,144.51 48,150,899.3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2,099,395.99 67,287,003.35 

法定代表人：张力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霍淑贤                    会计机构负责人：霍淑贤 

二、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