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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15-050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大爆破 股票代码 0026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永庆 李敏贤 

电话 020-38092888 020-38092888 

传真 020-38031951 020-38031951 

电子信箱 hdbp@hdbp.com hdbp@hdb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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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167,457,967.08 1,484,762,570.67 -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721,159.67 82,532,089.76 -1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344,988.44 78,817,156.43 -1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424,543.31 -139,778,796.35 3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8 -2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8 -2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6.10%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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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1,283,029.34 3,820,629,964.51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6,709,823.52 2,004,955,628.96 3.58%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33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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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0% 59,279,857 6,250,000   

郑炳旭 境内自然人 7.34% 17,903,360 13,427,520   

王永庆 境内自然人 6.75% 16,471,360 13,600,000 质押 13,600,000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7% 11,632,658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

定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2% 8,333,333 8,333,333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7,282,269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国有法人 2.99% 7,282,26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国有法人 2.01% 4,911,80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6% 4,786,215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4,166,666 4,166,666   

芜湖市人合兴邦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 4,166,666 4,166,6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广业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广

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广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广东广之业经

济开发有限公司已被广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合并持有

公司股份 75,338,19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0.88%，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

定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郑炳旭、王永庆构成一致行动人。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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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所处的矿业服务领域持续低迷，公司2015年上半年收入、利润均较上年度同期有所下降。2015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11.67亿元，实现净利润6672.12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21.37%、19.16%。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经营班

子带领全体员工顽强拼搏，认真落实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各项工作。目前公司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重组完成后，公司的

经营业绩有望能产生重大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研发投入、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67,457,967.08 1,484,762,570.67 -21.37%  

营业成本 871,657,123.50 1,108,638,197.87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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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15,845,762.82 13,103,362.75 20.93%  

管理费用 125,881,733.39 134,123,030.67 -6.14%  

财务费用 17,405,943.93 29,411,986.00 -40.82% 报告期内银行借款比去年同期有所减

少 

所得税费用 15,775,080.29 35,894,398.59 -56.05% 子公司涟邵建工所得税税率降低；部

分子公司利润减少 

研发投入 34,176,974.85 43,722,252.27 -2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424,543.31 -139,778,796.35 38.38% 主要是因为支付给供应商的款项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74,338.30 -213,844,552.44 -92.58% 上年购置固定资产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889,636.32 268,246,224.26 -49.34% 上年同期子公司涟邵建工增资扩股收

到资金较多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409,245.29 -85,377,124.53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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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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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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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