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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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294,899,234.66 5,619,859,192.66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7,194,220.31 2,869,805,413.48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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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915,270.40 6.34% 2,485,832,847.23 2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378,310.90 -1.35% 105,792,877.42 25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599,876.67 -39.17% 92,915,268.26 22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091,545.91 7,444.89% 299,077,348.05 -20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2 -8.35% 0.1508 229.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2 -8.35% 0.1508 22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22% 3.6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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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3,2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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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442.86  

债务重组损益 168,2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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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833,822.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5,142.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17,672.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76,631.37  

合计 12,877,60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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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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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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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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148,19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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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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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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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9% 17,449,506    

傅重阳 境内自然人 2.31% 16,175,660 8,529,397   

陈海明 境内自然人 2.22% 15,550,638 4,09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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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148,199,643 人民币普通股 148,199,643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定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0,833,332 人民币普通股 20,83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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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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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7,449,506 人民币普通股 17,44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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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海勇 8,3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44,000 

傅重阳 7,646,263 人民币普通股 7,646,2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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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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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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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70,763,304.20      36,350,527.71  94.7% 主要原因是开工新项目垫付前期的工程款项 

其他应收款   172,648,690.29    126,727,342.65  36.2%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新增项目较多，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和

履约保证金等 

其他流动资产   428,038,776.29    107,117,864.12  299.6% 报告期内业主回款较好，部分资金做了银行理财 

长期股权投资     34,850,632.13      10,826,802.58  221.9% 子公司明华公司参股军品研发企业 

在建工程     34,435,906.41      23,579,411.40  46.0%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韶化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 

无形资产   135,604,519.07      96,942,174.93  39.9% 报告期内新并购子公司华威化工的无形资产（土地） 

开发支出     50,470,748.60                   -    100% 增加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对军工产品和装备的

研制生产 

短期借款   757,900,000.00    519,000,000.00  46.0%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业务扩张，加大筹资力度 

应付票据   149,115,585.47     52,836,216.60  182.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加大了对分包商的票据支付力度 

预收款项     43,625,924.79      17,434,690.71  150.2% 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提前收到业主款项 

其他应付款   212,950,174.17    151,120,183.16  40.9% 主要是子公司新增项目较多，收取的分包商保证金等 

长期应付款      7,544,660.96      16,044,978.02  -53.0% 子公司新华都工程按合同支付融资租赁款项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405,508.36       4,225,547.98  240.9% 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华威化工的无形资产（土地）增值

带来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少数股东权益   329,289,075.03    224,918,747.81  46.4% 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华威化工的少数股东权益 

2、利润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  134,031,544.70     42,512,663.79  215.3% 上年6月份新增的子公司在本报告期内合并期限为1-9月份，对

新增子公司的合并期限不同影响了该报表项目；且公司原有

工程项目逐步回暖，公司综合毛利率提高，公司总体盈利能

力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加。 

所得税费用    17,917,938.92      8,467,770.98  111.6% 报告期内子公司盈利能力提升，相应所得税费用大幅度上升。 

营业外收入     6,076,275.89      4,008,460.47  51.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内处置部分房产收益。 

3、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077,348.05 -287,811,195.53 -203.9% 公司工程项目在本报告期内款项回收较上

年同期有大幅度改善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09,760,457.74 36,627,771.80 199.7% 报告期内业务扩张，子公司购买了部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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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37,703,333.82 12,508,587.99 201.4% 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华威化工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659,679.97 74,950,471.97 -736.0% 报告期内对外投资项目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383,979.79 256,215,975.74 -31.2% 本报告期相比去年同期借款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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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并受让华威化工43.069%股权的议案》。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7月12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关于对外投资及使用超募资金

支付部分投资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华威化工已于2017年9月开始正式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2017年4月2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公司拟通过增资5000万元参股湖南宏大日晟航天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下称 “宏大日晟”），参与航天动力技术的研究开发

与生产，这是公司军品业务转型升级的重要规划之一。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尚未正式出资，尚未与宏大日晟及其股东签署

关于增资的正式协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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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

报告期末，该项目共计完成收入5.24亿元，应收账款为4197.81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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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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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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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

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系列公告），公司以 5.62 元

/股的价格向 69 名核心骨干员工授予共 6,847,544 股限制性股票，自股

票授予完成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

在未来 48 个月内按每期 25%的比例分四期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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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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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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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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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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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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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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明;傅重阳;

娄底市涟新建

材商贸行（有限

合伙）;厦门鑫

祥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郑明

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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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6

月 21

日 

36

个月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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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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广东恒健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业资

产经营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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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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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

售承诺 

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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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履

行完

毕 

广东省广业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李战军;王永

庆;肖梅;郑炳旭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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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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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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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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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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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31.51% 至 179.41%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4,500 至 17,5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263.2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2016 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标的在本报告期效益良好；且公司

的工程项目也正逐渐回暖，业绩良好。预计本公司全年业绩较上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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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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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9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详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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