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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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炳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丽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彦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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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92,910,996.68

581,804,059.66

19.10%

8,969,582.02

9,363,775.70

-4.21%

7,122,182.41

8,218,615.96

-13.34%

63,392,748.58

7,265,373.11

772.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8

0.0133

-3.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8

0.0133

-3.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33%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6,095,616,545.81

6,337,922,007.61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04,382,638.55

2,995,637,264.15

0.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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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2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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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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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865.80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7,490.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5,852.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752,546.75
1,847,39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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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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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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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03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郑炳旭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21.13%

148,199,643

0

境内自然人

6.38%

44,758,400

33,568,800

王永庆

境内自然人

5.87%

41,178,400

30,883,800 质押

34,000,000

郑明钗

境内自然人

5.44%

38,181,818

38,181,818 质押

22,200,221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

20,630,000

0

国有法人

2.60%

18,205,673

0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国有法人

2.60%

18,205,673

0

傅重阳

境内自然人

2.30%

16,165,760

8,529,397 质押

陈海明

境内自然人

2.22%

15,550,638

4,096,093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

10,416,665

0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
发恒定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
司

8,08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148,199,643 人民币普通股

148,199,643

20,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30,000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8,20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673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18,20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673

陈海明

11,454,545 人民币普通股

11,454,545

郑炳旭

11,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9,600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416,665 人民币普通股

10,416,665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 7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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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

10,2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4,600

傅重阳

7,636,363 人民币普通股

7,636,363

王世忱

6,142,720 人民币普通股

6,142,720

1、广业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伊佩克环保、工程研究所以及广业置业合并
持有公司股份 188,345,4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85%，构成一致行动人；2、广
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中部分为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管理层（即参与认购广发恒定 7 号的宏大爆破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恒定 7 号与郑炳旭、王永庆构成一致行动人。3、郑明钗与厦门鑫祥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4,647,23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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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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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

应收票据

316,076,980.21

495,981,843.94

预付款项

92,163,431.95

36,482,728.24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36.27%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宏大矿业的部分票据到期收款
152.62% 主要是子公司工程项目为扩大生产，预付材料款、工程
款等

其他应收款

170,256,251.39

130,964,150.15

30.00% 主要子公司开拓项目需要，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91,530,165.45

266,771,136.82

46.77% 银行理财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54,452,238.35

40,169,258.67

2,026,825.84

7,035,191.00

开发支出

139,835,375.30

54,501,175.45

应付票据

66,943,225.28

160,851,851.25

-58.38% 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预收款项

24,487,198.75

17,259,578.18

41.88% 子公司预收工程款、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2,106,418.91

73,526,214.66

-42.73% 本期发放了上年计提的年终绩效奖金

应交税费

36,045,680.68

52,532,355.73

-31.38% 子公司预缴的所得税、增值税减少

8,910,892.13

1,173,872.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付款

35.56% 子公司明华公司对外投资支付了二期投资款
-71.19% 子公司明华公司对外支付了委托开发款项
156.57% 子公司持续加大对军工产品和装备制造的投入

659.10% 子公司新华都工程融资租赁费增加所致

2、利润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33.66% 子公司借款增加带来的影响

财务费用

22,394,381.87

16,754,974.48

资产减值损失

-6,862,596.91

2,006,188.06

投资收益

2,213,032.75

565,669.73

营业利润

14,035,577.39

9,803,650.40

43.17%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子公司润城物资

利润总额

14,153,068.17

9,904,290.91

42.90%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子公司润城物资

4,969,264.97

1,698,181.93

214,221.18

-1,157,666.72

所得税费用
少数股东损益

-442.07% 子公司收回期初大部分应收账款
291.22% 银行理财收益增加

192.62% 利润增加所致
-118.50% 利润增加，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好转

3、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63,392,748.58

7,265,373.11

-131,124,155.29

-57,973,377.01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772.53% 公司所在行业回暖，经营性现金流有明显改善

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26.18% 加强资金使用效率，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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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增加

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33,878,486.16

91,356,772.88

-62.92% 本期现金流改善，较上年同期向银行筹资额减少

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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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0日，公司与江门市新会区润城物资有限公司（下称“润城物资”）原股东赵国仓、钟旺基等6名自然人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公司以现金3,978万元的价格受让赵国仓等6名自然人合计51%的股权，赵国仓等6名自然人承诺，自2018年1
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润城物资实现的净利润平均不低于1,300万元/年，四年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5,200
万元，即归属于本公司的净利润将不低于633万元/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
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以 5.62 元/股价格向 70 名核心
骨干员工授予共 7,014,876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其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

2018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公告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且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
超过 50%。目前，该方案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上述方案已报至广东省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公司因与托克逊新家园高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一）、丁虎（被
申请人二）发生承包合同纠纷向乌鲁木齐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被
申请人一返还剩余履约保证金、支付剩余工程款、违约金、为履行合同而支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6

付的费用、停工窝工损失及因本案产生的费用共计 24,827,915.23 元；同时，

日在巨潮资讯网

要求被申请人二承担连带责任。裁决结果主要如下：新家园公司应向公司支 2015 年 05 月 06 （http://www.cninfo.com.cn/
付 22,089,530.73 元，丁虎对其中的 21,950,847.63 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日

）披露的《关于艾丁湖项目

新家园公司需于该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之日起十日内一次付清，逾期则按

仲裁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述裁决结

2015-018）

果对公司的利润影响不大。因被告方财产被查封，目前该仲裁结果尚在执行
当中。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履行
期限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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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1、就郑明钗认购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行的股份，
仅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可转让或上市
交易：i）该等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
ii）新华都工程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新华都工程
盈利补偿协议》所约定的累积预测净利润，或郑明钗
已全部履行其在《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
股份和现金补偿义务。2、就鑫祥景、傅重阳、陈海
明认购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行的股份，在标的股
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的前提下，可按
下述约定转让或上市交易：i）新华都工程 2016 年度
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议》
约定的 2016 年度累积预测净利润，或该交易对方已
全部履行其在《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与
新华都工程 2016 年度业绩承诺相关的股份和现金补
偿义务，则傅重阳所持占新华都工程全体股东在本次
交易所认购股份总和 10%的股份、陈海明所持占新
郑明钗；厦门鑫祥景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傅重阳;陈海明；娄底
市涟新建材商贸行
（有限合伙）

华都工程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总和 15%
的股份可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ii）新华都工程 2017
股份限 年度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新华都工程盈利补 2016 年 06 36 个
售承诺 偿协议》约定的截至 2017 年度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月 21 日
或该交易对方已全部履行其在《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

月

正常
履行
中

协议》项下与新华都工程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业绩
承诺相关的股份和现金补偿义务，则傅重阳所持占新
华都工程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总和
11.17%的股份、陈海明所持占新华都工程全体股东
在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总和 5.36%的股份和鑫祥景
于本次交易所认购全部股份可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3、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宏大爆破股份，
涟新建材承诺，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
交易。涟新建材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应
向上市公司提供现金作为履行盈利预测补偿义务的
担保。涟新建材应于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向上市公司提供履约担保金 1,454 万元，上市公司应
于涟新建材关于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盈利预测补偿
义务均履行完毕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涟新建材返还该
笔履约担保金。若涟新建材不能按约定向上市公司提
供履约担保的，朱有初等十一人应按照约定比例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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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履约担保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市公司可直接要
求朱有初等十一人按照约定提供履约担保金。
关于同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广业公司、郑炳旭、王永庆
业竞争、向公司出具了《不同业竞争承诺函》。其他董事、监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 关联交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了《承诺
有限公司;李战军;王 易、资金 函》，对公司承诺，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
首次公开发

永庆;肖梅;郑炳旭

行或再融资

占用方 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

2012 年 06
月 12 日

正在
长期

履行
中

面的承 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

时所作承诺

诺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王永庆;郑
炳旭

土地租
赁承诺

务。
土地租赁承诺：不单独或联合其他股东向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提交关于购买租赁土地的提案，也不得在股东
大会上对购买租赁土地议案投赞成票。

2012 年 06
月 12 日

正常
长期

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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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至

24.36%

6,500

至

10,000

8,041.46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9.17%

公司所在的矿业行业回暖，预计报告期内各板块业务经营情况良好，基本
面与上年度差异不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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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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