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55

■ 2015年5月5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5-033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3月3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5年3月3日、2015年3

月10日、2015年3月17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14

日、2015年4月21日、2015年4月28日分别发布了《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6）、《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7）、《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8）、《继续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3）、《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4）、《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15）、《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6）、《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029）、《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

目前，该重大事项还在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情况，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北洋，股票代

码：002376）将于2015年5月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刊登相关

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5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5-034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1日分别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出现了

部分差错，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一）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二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33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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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北洋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71% 82,258,800 0

石河子联众利

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0% 64,789,225 20,000,000

威海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3% 36,801,200 0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4% 31,457,780 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4,573,969 0

丛强滋 境内自然人 3.89% 23,350,956 17,513,217

门洪强 境内自然人 2.42% 14,543,817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盛电子信息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9,258,063 0

中国银行－嘉

实服务增值行

业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7,454,386 0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9% 5,321,139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2,2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4,789,225 人民币普通股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36,8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31,457,780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4,573,969 人民币普通股

门洪强 14,543,81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

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258,06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7,454,386 人民币普通股

丛强滋 5,837,739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321,13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均受威海市国

资委控制，合计持有公司11,90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9.84%；除以上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现更正为：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33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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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北洋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71% 82,258,800 0

石河子联众利

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0% 64,789,225 20,000,000

威海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3% 36,801,200 0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4% 31,457,780 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4,573,969 0

丛强滋 境内自然人 3.89% 23,350,956 17,513,217

门洪强 境内自然人 2.42% 14,543,817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盛电子信息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9,258,063 0

中国银行－嘉

实服务增值行

业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7,454,386 0

中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股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2% 4,342,655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2,2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4,789,225 人民币普通股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36,8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31,457,780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4,573,969 人民币普通股

门洪强 14,543,81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

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258,06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7,454,386 人民币普通股

丛强滋 5,837,739 人民币普通股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股票账户

4,342,65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均受威海市国

资委控制，合计持有公司11,90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9.84%；除以上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二）第四节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5、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金额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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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50,085.21 175,869,2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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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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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6,721.99 16,127,089.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927,077.26 3,863,113.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6,213,884.46 195,859,474.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56,392,260.11 151,876,616.9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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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82,076.85 30,919,496.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968,648.42 42,916,976.0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3,867,246.07 22,277,92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4,010,231.45 247,991,01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03,653.01 -52,131,5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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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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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2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236,688.05 15,260,907.25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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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236,688.05 15,260,907.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36,588.05 -15,160,707.2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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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608,909.00 4,590,909.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2,681,858.01 3,081,5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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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290,767.01 7,672,483.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9,232.99 -7,672,483.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819,904.36 34,522.4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496,202.31 -74,930,212.4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521,782,954.46 431,669,927.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7,279,156.77 356,739,714.68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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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93,037.50 138,613,497.9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349,532.81 16,086,555.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459,677.96 3,217,118.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702,248.27 157,917,172.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14,970,412.02 141,841,577.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19,336,951.64 20,124,977.3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477,654.71 25,511,866.2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7,848,954.02 13,161,141.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9,633,972.39 200,639,56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75.88 -42,722,3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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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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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5,691,355.70 14,166,984.56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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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91,355.70 14,166,984.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1,355.70 -14,066,784.5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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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8,909.00 4,590,909.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497,199.98 2,160,199.9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6,108.98 6,751,108.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6,108.98 -6,751,108.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534,206.14 -6,979.6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194,982.66 -63,547,263.8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271,446,422.49 371,379,020.9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4,251,439.83 307,831,757.06

现更正为：

5、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金额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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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50,085.21 175,869,2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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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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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6,721.99 16,127,089.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927,077.26 3,863,113.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6,213,884.46 195,859,474.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56,392,260.11 151,876,616.9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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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82,076.85 30,919,496.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968,648.42 42,916,976.0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3,867,246.07 22,277,92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4,010,231.45 247,991,01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03,653.01 -52,131,5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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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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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2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236,688.05 15,260,907.25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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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236,688.05 15,260,907.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36,588.05 -15,160,707.2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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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608,909.00 4,590,909.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2,681,858.01 3,081,5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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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290,767.01 7,672,483.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9,232.99 -7,672,483.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819,904.36 34,522.4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496,202.31 -74,930,212.4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509,916,325.72 431,669,927.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35,412,528.03 356,739,714.68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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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93,037.50 138,613,497.9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349,532.81 16,086,555.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459,677.96 3,217,118.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702,248.27 157,917,172.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14,970,412.02 141,841,577.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19,336,951.64 20,124,977.3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477,654.71 25,511,866.2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7,848,954.02 13,161,141.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9,633,972.39 200,639,56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75.88 -42,722,3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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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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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5,691,355.70 14,166,984.56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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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91,355.70 14,166,984.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1,355.70 -14,066,784.5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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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8,909.00 4,590,909.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497,199.98 2,160,199.9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6,108.98 6,751,108.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6,108.98 -6,751,108.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534,206.14 -6,979.6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194,982.66 -63,547,263.8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265,734,563.62 371,379,020.9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8,539,580.96 307,831,757.06

二、《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二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33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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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北洋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71% 82,258,800 0

石河子联众利

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0% 64,789,225 20,000,000

威海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3% 36,801,200 0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4% 31,457,780 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4,573,969 0

丛强滋 境内自然人 3.89% 23,350,956 17,513,217

门洪强 境内自然人 2.42% 14,543,817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盛电子信息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9,258,063 0

中国银行－嘉

实服务增值行

业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7,454,386 0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9% 5,321,139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2,2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4,789,225 人民币普通股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36,8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31,457,780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4,573,969 人民币普通股

门洪强 14,543,81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

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258,06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7,454,386 人民币普通股

丛强滋 5,837,739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321,13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均受威海市国

资委控制，合计持有公司11,90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9.84%；除以上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现更正为：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33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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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北洋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71% 82,258,800 0

石河子联众利

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0% 64,789,225 20,000,000

威海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3% 36,801,200 0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4% 31,457,780 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4,573,969 0

丛强滋 境内自然人 3.89% 23,350,956 17,513,217

门洪强 境内自然人 2.42% 14,543,817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盛电子信息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9,258,063 0

中国银行－嘉

实服务增值行

业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7,454,386 0

中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股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2% 4,342,655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2,2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4,789,225 人民币普通股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36,8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31,457,780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4,573,969 人民币普通股

门洪强 14,543,81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

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258,06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7,454,386 人民币普通股

丛强滋 5,837,739 人民币普通股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股票账户

4,342,65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均受威海市国

资委控制，合计持有公司11,90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9.84%；除以上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公司更新后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对上述更正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并将在未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保证信息披露的质

量。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5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5-022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丛强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荣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萍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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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7,748,054.66 183,658,465.85 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490,656.82 40,285,043.97 -4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767,051.95 39,089,928.19 -4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203,653.01 -52,131,543.67 18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 2.5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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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330,776.84 2,744,045,981.62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4,098,699.26 1,822,609,317.7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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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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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5,259.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3,517.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3,243.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1,440.63

合计 1,723,60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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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33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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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北洋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71% 82,258,800 0

石河子联众利

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0% 64,789,225 20,000,000

威海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3% 36,801,200 0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4% 31,457,780 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 24,573,969 0

丛强滋 境内自然人 3.89% 23,350,956 17,513,217

门洪强 境内自然人 2.42% 14,543,817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盛电子信息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9,258,063 0

中国银行－嘉

实服务增值行

业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7,454,386 0

中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股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2% 4,342,655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2,2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4,789,225 人民币普通股

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36,8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31,457,780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4,573,969 人民币普通股

门洪强 14,543,81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

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258,06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7,454,386 人民币普通股

丛强滋 5,837,739 人民币普通股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股票账户

4,342,65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均受威海市国

资委控制，合计持有公司11,906�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9.84%；除以上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42.44%，主要系本期客户与公司结算的票据到期收款所

致。

2、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277.71%，主要系本期预缴企业所得税所致。

3、开发支出期末较期初减少31.31%，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资本化费用以及已结束的资

本化项目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37.26%，主要系本期发放部分奖金所致。

5、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65.66%，主要系期初各项税款于本期支付所致。

6、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减少98.44%，主要系汇率变动外币报表换算所致。

7、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期增加87.84%，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8、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50.8%，主要系本期代维费增加以及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9、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56.91%，主要系融资费用利息增加以及合并范围变化所

致。

10、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本期较上期减少90.69%，主要系本期公司对华菱光

电采用成本法核算导致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11、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减少32.76%，主要系上期公司支付扶贫款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180.96%，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加

以及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109.24%，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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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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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一：公司股东石河子

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承诺：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此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承诺二：持有

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在任职期间持有公司股

票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承诺三：威海北洋电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

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威海国

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投

资有限公司、山东鲁信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市前

均签署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2010年03月

12日

承诺一：2013

年3月23日

-2016年3月

22日。 承诺

二：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管任

职期间。 承诺

三：长期有效。

是截至公告日，

各承诺人均严

格履行上述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

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85.00% 至 -7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3,868.34 至 7,736.69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5,788.9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年上半年，公司收购华菱光电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属于分步购买实

现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原持有华菱光电 25%股权的权益按

购买日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的损益，计入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

益，导致公司2014年上半年净利润金额较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丛强滋

2015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