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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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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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693,547,046.08 4,240,286,376.26 3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41,274,242.90 2,036,555,255.99 39.5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4,394,864.59 31.10% 1,920,773,489.41 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726,054.30 49.71% 29,742,026.19 -6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643,339.44 55.00% 28,337,186.32 -6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87,811,195.53 4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5 31.67% 0.0457 -67.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5 31.67% 0.0457 -67.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0.20% 1.43%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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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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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2,082.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3,845.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2,812.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8,714.42  

合计 1,404,83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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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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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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4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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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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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8,6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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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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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15,224,353 15,224,35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2,574,643 人民币普通股 132,57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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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炳旭 11,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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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0,105 人民币普通股 8,280,105 

王永庆 7,1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7,178,4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5,499,981 人民币普通股 5,499,98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99,946 人民币普通股 5,499,946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4,442,780 人民币普通股 4,44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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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3,734,498 人民币普通股 3,73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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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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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55,925,164.75 241,683,221.00 47.27%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母公司及子公司

收到业主的票据结算较上期增加 

预付账款 103,854,817.85 21,873,301.12 374.80% 主要是子公司新华都工程因业务需要预付材料及工程设备

采购款 

其他应收款 141,262,765.52 111,422,644.46 26.78% 一是公司新增项目缴纳的履约保证金等，二是新增子公司新

华都工程带来的增量 

存货 1,027,686,245.80 790,683,865.13 29.97% 子公司涟邵建工工程款结算滞后及新增子公司新华都工程 

其他流动资产 0.00 384,910,000.00 -100.00% 会计科目调整，此项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列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8,010,000.00 11,510,000.00 2576.02% 会计科目调整，此项之前在“其他流动资产”中列示 

商誉 886,773,936.55 230,123,635.42 285.35% 2016年5月收购新华都工程新增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412,869.95 47,106,747.79 34.62% 母公司坏账准备增加，带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09,000.00 1,018,482.70 77.62% 子公司预付工程设备款在半年度即已达到转固调减 

应付票据 26,516,588.19 47,920,642.29 -44.67% 母公司及矿业公司业务规模缩减，对分包使用的票据规模也

减少 

预收账款 36,560,454.77 18,753,317.84 94.95% 预收业主工程施工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1,922,214.98 21,867,379.18 45.98% 主要是本年度新增子公司新华都工程账面的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57,807,915.63 90,599,951.67 -36.19% 一是营改增带来营业税金的减少；二是母公司及矿业业绩下

滑带来的所得税减少 

应付利息 15,361,085.61 1,409,379.38 989.92% 母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今年新增加部分银行贷款，准备用

于归还补流的募集资金及调整债务结构，融资规模增加带来

的利息计提增多 

其他应付款 331,669,531.69 127,948,493.86 159.22%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涟邵建工的少数股东权益，

现金部分尚未支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0,750,981.60 137,190,824.99 -70.30% 母公司及子公司涟邵建工部分长期借款到期 

长期借款 670,186,679.30 95,428,183.40 602.29% 母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今年新增加部分银行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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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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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负债 3,415,121.50 2,270,959.08 50.38% 本年度新增子公司新华都工程的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带来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资本公积 1,591,593,059.79 888,238,935.11 79.19%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带来的股本溢价 

专项储备 16,392,327.40 5,862,479.61 179.61% 因多个项目处于暂缓施工状态，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结

余较多 

少数股东权益 230,807,061.83 353,868,092.37 -34.78% 2016年5月收购子公司涟邵建工的少数股东股权，带来的少

数股东权益减少 

 

2、利润表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4,094,348.24   45,614,738.88  -91.02% 2016年5月推行营改增后，无营业税，只有少许税金附加 

财务费用  52,813,718.75   25,914,054.04  103.80% 母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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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  41,501,988.74   7,557,611.20  449.14% 因账期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5,665,557.93   717,147.74  690.01% 因会计科目调整，公司的闲置资金保本理财收益从“财务费

用”调整至该科目 

营业利润  42,512,663.79   132,757,810.12  -67.98% 因公司业绩下滑，整体毛利水平下降，但固定费用的刚性支

出不变，导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下滑 

营业外收入  4,008,460.47   8,925,987.10  -55.09% 本年子公司宏大国源收到的政府返还减少 

营业外支出  1,212,093.89   549,511.09  120.58% 子公司今年部分资产处置损失 

利润总额  45,309,030.37   141,134,286.13  -67.90% 因公司业绩下滑，整体毛利水平下降，但固定费用的刚性支

出不变，导致公司的利润大幅度下滑 

所得税费用  8,467,770.98   22,006,269.59  -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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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  36,841,259.39   119,128,016.54  -69.07% 因公司业绩下滑，但固定费用的刚性支出不变，导致公司的

利润大幅度下滑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9,742,026.19   83,905,137.29  -64.55% 同上 

少数股东损益  7,099,233.20   35,222,879.25  -79.84% 工程相关的子公司因开工不足导致利润较上期下滑，导致相

应的少数股东损益下降 

 

3、现金流量表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7,811,195.53   -204,425,731.54  40.79% 因母公司子公司矿业公司在报告期内项目进展缓慢，经

营业绩也大幅度下滑，导致经营性现金流也大幅度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74,950,471.97   -47,160,186.10  -258.93% 报告期内，公司固定收益的银行理财项目到期收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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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金；且公司投资规模缩减，导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大

幅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6,215,975.74   134,938,041.06  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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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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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常经营合同进展情况 

       2013年7月，公司与宁夏泰华大石头煤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大石头露天煤矿剥离工程承包合同》，合同工期约为10年，

合同总金额约为30亿元，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7月12日刊登在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该项目于2013年7月28日正式开工。截止

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共计完成收入5.23亿元，应收账款为6796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约 8.87 亿元收购内蒙古生力资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存续分立后的新主体，即内蒙古生力民爆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生力民爆”）100%股权。公司在披露该公告后，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5】第 366 号 ），收到该问询函后，公司与财务顾问经过审慎

研究，认为收购生力民爆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继续聘请中介机构对

收购生力民爆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和制定具体的交易方案，并在条件成熟后，及

时公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再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目

前尚未与生力民爆股东就交易方案具体细节等达成一致，公司将继续推进该项

目，争取尽快与生力民爆股东就收购生力民爆股权事宜达成共识并确定最终合

作方案。 

2016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投资项目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6-054）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向郑

明钗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96 号），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尚未完成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2016 年 0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实施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201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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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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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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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裁决结果对公

司的利润影响不大。截至本公告日止，因被告方财产被查封，目前该仲裁结果

尚在执行当中。 

2015 年 05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艾丁湖项目仲裁结

果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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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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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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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明钗；厦门鑫祥

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傅重阳;陈海

明；娄底市涟新建

材商贸行（有限合

伙） 

股份

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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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

议》约定的截至 2017 年度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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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6

年 06

月 21

日 

36 个

月 

正常

履行

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广业公司;郑炳旭;

王永庆;方健宁;娄

爱东;肖梅;李战军 

避免

同业

竞争

承诺 

广业公司、郑炳旭、王永庆向公司出具了《不同业竞争承诺函》。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了《承

诺函》，对公司承诺，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

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

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2012

年 06

月 12

日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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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业公司;郑炳旭;

王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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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广业公司;广东恒

健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芜湖市人合

兴邦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中钢投资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资管

－中国银行－广

发恒定 7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股份

限售

承诺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 

2014

年 09

月 19

日 

36 个

月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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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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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60.00% 至 -3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056.5 至 7,098.88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141.2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公司矿山及民爆板块的业绩表现仍不理想。

一方面，矿山行业持续低迷，工程板块呈较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民爆

板块也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市场处于疲弱状态，预计公司全年度业绩较

上年下滑。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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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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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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