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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16-043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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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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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8092800 020-380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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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378,624.82 1,167,457,967.08 -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15,971.89 66,721,159.67 -9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93,846.89 63,344,988.44 -9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681,223.74 -193,424,543.31 4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4 0.27 -97.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4 0.27 -97.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3.27%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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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8,027,168.59 4,240,286,376.26 3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25,704,755.00 2,036,555,255.99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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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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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 148,199,643 15,625,000   

郑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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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0,000 质押 34,000,000 

郑明钗 境内自然人 5.44% 38,181,818 38,18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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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20,833,332 20,833,3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0% 19,650,000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60% 18,205,673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国有法人 2.60% 18,205,673    

傅重阳 境内自然人 2.30% 16,165,760 16,165,760   

陈海明 境内自然人 2.22% 15,550,638 15,55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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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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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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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业务主要分为矿山服务及民爆器材销售两大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6亿元，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7.80%。其中，矿山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7.47亿元，同比下降13.12%；民爆器材销售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19亿元，同比上

升4.98%。 

1、矿山服务板块 

    公司的矿山服务板块的业务包含露天矿山开采、地下矿山开采、矿山综合治理、软基爆破等。 

    近年来，宏观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矿产品需求疲软，供大于求的弱势格局长期存在，致使整个矿业行业形势，尤其是钢

铁、煤炭行业持续低迷。公司在露天矿山开采相关的项目存在着普遍减产、停产的情况，业主回款和业主结算均有所放缓。

报告期内，公司露天矿山开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66亿元，同比下降33.82%。 

地下矿山开采方面，凭借领先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在当前市场不利的情况下，地下矿山开采合同承揽额逐年增长，

但是盈利水平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地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60亿元，同比上升15.10%。 

此外，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新增标的也于2016年6月开始并入公司的合并报表，对公司的业绩带来

了积极的影响。 

2、民爆服务板块 

报告期内，受民爆器材价格放开，矿山开采市场低迷导致需求下降等影响，民爆行业也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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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民爆上下游相关行业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对上半年民爆行业的稳步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市场供大于求的

格局仍未打破，市场仍处于疲弱态势，但是民爆行业的降幅在逐渐收窄。另一方面，由于民爆产品的高危性，严格的管理制

度使民爆行业形成了较高的进入门槛，有较强的区域限制性。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班子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多渠道开展营销工

作，使公司的民爆器材销售板块实现小幅度上升，营业收入3.19亿元，同比上升4.98%。 

    未来公司会继续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矿业一体化方案解决服务商，面对这一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公司管理层仍

然坚信，矿产资源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最根本性和最基础性的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易替代的，尤其是中国实施“两创”

和“一带一路”战略，经济领域深化改革也必将产生可预见的成效。 

下半年，为了使公司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公司将对战略定位和发展策略开展进一步修正和规划，围绕矿业服务产业进

行布局，在行业低谷期加快对优质资产的投资并购活动，加强对国内外矿业服务市场以及军工市场的拓展，做强做大军工板

块，通过扁平化管理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过加快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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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378,624.82 1,167,457,967.08 -7.80%  

营业成本 874,042,207.42 871,657,123.50 0.27%  

销售费用 20,153,102.78 15,845,762.82 27.18%  

管理费用 126,175,934.56 125,881,733.39 0.23%  

财务费用 31,700,089.24 17,405,943.93 82.12% 母公司因资金紧张，在上年末增加了部分银行贷

款，准备用于归还补流的募集资金及调整债务结

构，融资规模增加，财务费用同比上升明显 

所得税费用 -1,683,503.58 15,775,080.29 -110.67% 因母公司及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且为负值，导

致相应的税费较上年大幅降低 

研发投入 23,319,310.97 34,176,974.85 -31.77% 因母公司及矿业公司收入大幅下降，相应的研发

投入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9,681,223.74 -193,424,543.31 41.68% 因母公司及矿业公司在报告期内项目进展缓慢，

经营业绩大幅度下滑，导致经营性现金流也大幅

度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6,371,945.67 -15,874,338.30 -869.91% 公司本报告期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保本理财项

目的现金流在该科目列示，导致投资现金流量大

幅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7,523,266.47 135,889,636.32 23.28% 报告期内公司筹集银行贷款准备用于归还暂时

补流的募集资金及调整债务结构，融资规模增加

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213,988.40 -73,409,245.29 -104.57% 矿山业绩规模缩减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入减少，同

时因公司资金紧张导致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687,518.71 3,702,727.86 323.67% 因账期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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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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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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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新增子公司新华都工程100%股权及子公司涟邵建工42.0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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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