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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14-092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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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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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刘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辉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国都    股票代码 30013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辉 李艳芳 

电话 0755-83899462 0755-83481391 

传真 0755-86319990 0755-86319990 

电子信箱 zhaohui@xinguodu.com liyanfang@xinguodu.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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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80,079,545.30 207,038,979.55 3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46,517,444.22 23,724,582.67 9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6,858,936.97 14,400,175.96 22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289,865.10 -72,952,613.61 25.5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475 -0.64 25.58%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1 95.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1 95.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2.36% 2.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44% 1.43%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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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594,397.34 1,252,877,050.22 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082,467,036.05 1,033,002,391.82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9.48 9.04 4.76%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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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重点税源企业奖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2,492.75 赔款支出 

合计 -341,49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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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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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祥 境内自然人 33.31% 38,070,000 38,070,000   

江汉 境内自然人 11.10% 12,690,000 9,517,500   

刘亚 境内自然人 11.10% 12,690,000 0   

栾承岚 境内自然人 0.94% 1,080,000 810,000   

李俊 境内自然人 0.94% 1,080,000 0   

徐兴春 境内自然人 0.87% 990,000 0   

里维宁 境内自然人 0.77% 885,000 0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其他 0.72% 826,26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消

其他 0.71% 813,3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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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其他 0.70% 799,69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亚先生为刘祥先生弟弟，江汉先生为刘祥先生妹妹之配偶；除此之外，未发现公司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继续推行科学化管理，在公司推广全流程创新，综合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全力开拓国内外市场销售渠道，

以多种商业合作形式与商户、代理商进行合作，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大研发管理投入，紧密关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积

极研究适合新的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产品和服务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覆盖范围，重点投入基于互联网业务模式的新技

术、新产品开发与创新，探索基于互联网的运营模式创新，打造流畅、高效、安全的电子支付技术服务体验。积极推进与范

特西的股权合作项目，探索以主动收购为主的互联网业务拓展模式，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0,079,545.30元，同比增长35.28%，实现利润总额49,074,555.34元，同比增长72.09%，

实现净利润46,704,550.48万元，同比增长96.38%。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增长4.60%，主要系规模扩大,相关人员工资与业

务费用增加所致；管理费用同比增长22.99%，主要系公司加大了新产品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及工资增加所致；财务费用同

比下降50.50%，主要系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POS 机销售 273,098,714.93 158,778,236.34 41.86% 36.62% 20.81% 7.61% 

POS 机出租 3,557,733.48 1,061,914.75 70.15% -33.06% 69.37% -18.05% 

密码器 102,564.10 38,982.00 61.99% 50.00% 51.94% -0.49% 

修配 628,676.76 346,925.62 44.82% -4.75% 100.00% -44.42% 

读卡器 2,671,393.15 225,090.05 91.57% 151.14% -62.86% 48.55% 

技术服务 20,462.88 0.00 100.00% -47.2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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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80,079,545.30 160,451,148.76 42.71% 35.28% 20.86% 6.8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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