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13-025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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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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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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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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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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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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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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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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38,979.55 177,890,319.02 1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24,582.67 35,351,488.18 -3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546,618.46 33,350,791.59 -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952,613.61 -126,415,775.38 42.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64 -1.06 39.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1 -3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1 -32.26% 

净资产收益率（%） 2.39% 3.73% -1.3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2.37% 3.5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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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247,451.64 1,224,882,262.42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001,786,916.00 983,777,333.33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8.76 8.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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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269.6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405.45  

合计 177,96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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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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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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2,690,000 12,690,000   

刘亚 境内自然人 11.1% 12,690,000 12,69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八组合 
其他 3.36% 3,842,613    

中信证券－中信

－中信证券股票

精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5% 2,857,061    

徐兴春 境内自然人 0.94% 1,080,000    

栾承岚 境内自然人 0.94% 1,080,000 270,000   

李俊 境内自然人 0.94% 1,080,000    

谢建龙 境内自然人 0.81% 921,254    

李林杰 境内自然人 0.79% 900,000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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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回顾2013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围绕电子支付技术和服务创新、产品质量提升与优化，开展研发工作，保持技术储备。

同时，继续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优化企业管理流程，提升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积极把握行业动态，继续加大对商业

银行和第三方收单服务机构市场的开拓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038,979.55元，同比增长16.39%，实现利润总额28,517,321.23元，同比下降25.78%，

实现净利润23,782,372.66万元，同比下降32.66%。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增长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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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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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下降28.9%，主要系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42.29%,主要系公司本年度销售收入增长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下降89.42%,主要系公司对外投资参股瑞柏泰公司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131.75%,主要系筹资现金流入

大于筹资现金流出所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43.05%，主要系经营活动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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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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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银行卡电子支付

终端 
207,038,979.55 132,757,912.27 35.88% 16.39% 41.75% -11.47% 

分产品 

POS 机销售 199,893,317.07 131,428,142.43 34.25% 19.16% 43.62% -11.2% 

POS 机出租 5,314,718.37 626,982.97 88.2% -10.11% -11.33% 0.16% 

密码器 68,376.07 25,656.00 62.48% 0% 2.48% -0.91% 

修配 660,040.51 71,052.15 89.24% 97.04% 100% 18.57% 

读卡器 1,063,723.08 606,078.72 43.02% -71.73% -53.84% -22.08% 

技术服务 38,804.45 0.00 100% -32.43% 0% 0% 

合计 207,038,979.55 132,757,912.27 35.88% 16.39% 41.75% -11.47% 

分地区 

华南地区 72,184,584.47 46,923,330.62 35% -18.25% -9.11% -6.53% 

华北地区 40,203,705.98 24,644,704.77 38.7% 0.48% 36.93% -16.31% 

华中地区 22,943,530.77 15,628,275.90 31.88% 33.26% 82.61% -18.41% 

华东地区 40,158,245.99 25,392,695.82 36.77% 159.85% 236.42% -14.39% 

西南地区 6,529,800.00 4,390,276.85 32.77% 6.21% 38.24% -15.58% 

东北地区 6,454,829.06 4,743,149.81 26.52% 8.27% 86.87% -30.91% 

西北地区 16,037,940.60 9,676,674.13 39.66% 311.25% 455.13% -15.64% 

境外 2,526,342.68 1,358,804.37 46.21% 179.33% 189.82% -1.95% 

合   计 207,038,979.55 132,757,912.27 35.88% 16.39% 41.75%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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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2013年电子支付终端设备的采购政策影响，导致设备采购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公司的毛利率短期内受到较大的挤

压。公司继续看好行业市场的未来发展，为了维护市场地位，公司将持续投入资金经营，导致短期内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难

以同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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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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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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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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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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