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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并受让广东省四〇一厂 77.89%股权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石嘴

山市永安民用爆炸物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永安民爆”）拟与四Ｏ

一厂及其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增资及盈利补偿协议》，公司及永安

民爆以合计 11,760万元转让并增资四Ｏ一厂共计 77.89%股权（其中，

公司共计出资 11,310 万元，永安民爆共计出资 450 万元）。 

本次现金出资合计共需 11,760 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支付股

权交易款。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至股东大

会审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按

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分为股权转让及增资，其中，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手方为

四Ｏ一厂的原股东黄志平、钟旺基、刘茂春、肖开文共 4 名自然人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上述人员持有四Ｏ一厂的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志平 618.06 95.379 

2 钟旺基 4.995 0.771 

3 刘茂春 4.995 0.771 

4 肖开文 19.95 3.078 

合计 648.00 100.00 

上述人员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四Ｏ一厂的基本情况概述 

名称：广东省四Ｏ一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031963702057 

登记机关：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2000年 0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648万人民币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梅西镇步岗上 

四Ｏ一厂是国家民爆器材定点生产厂，以生产民用爆破器材为

主业，是广东省民爆器材生产的重要组成单位。其经营范围为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机械设备；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服务；销售：

建材、钢材、化工产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乳化炸药（胶状），

有效期至 2020 年 4月 11 日］；危险品运输（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收

购、销售：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纸箱。 

2、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省四Ｏ



一厂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7 年 9月 30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止》（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50176 号），四Ｏ一厂在评估基准日 9

月 30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09.30  

总资产 2,701.85 

总负债 8,220.02 

净资产 -5,518.17 

说明： 

（1）四Ｏ一厂是原广东省四Ｏ一厂于 2017 年 9月 30 日以民爆

资产分立出来的存续主体，分立日即评估基准日，期间没有产生营业

收入。 

（2）按照分立的口径，公司对四Ｏ一厂 2016年及 2017 年 1-9

月份的利润表进行了模拟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营业总收入 6,399.30 7,029.80 

营业利润 874.75 788.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7.10 581.79 

 

（3）在分立后，四Ｏ一厂引进了 6000 吨的乳化炸药产能（已经

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许可），预计其未来盈利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 

 

3、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宏

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拟办理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广东省四〇一厂投

资者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17]第A0604

号及《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拟办理增资事宜所涉及广东省四〇

一厂投资者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17]

第A0603号），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9月30日，运用收益法，四Ｏ

一厂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16,474.50万元，增幅21,992.67

万元；运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时，四Ｏ一厂全

部资产账面值为2,701.85万元，评估值为8,417.35万元，增幅211.54%；

负债账面值为8,220.02万元，评估值为8220.02万元，无增减；净资

产账面值为-5，518.17万元，评估值为197.33万元，增幅5,715.50

万元。 

经对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程序进行复核和分析，收益法结果与成

本法相差 16,277.17 万元，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资产基

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

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

变化而变化；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

是资产的产出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

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同时对企业

预期收益做出贡献的不仅仅有各项有形资产和可以确指的无形资产，

还有许多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特别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某

些未在财务账上反映的无形资产。 



四〇一厂为民爆炸药生产企业，民爆炸药生产企业需要拥有民用

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民爆炸药生产企业的产能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市场进入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因此取得民爆炸

药生产资质的企业盈利能力相对比较稳定。民爆炸药生产企业投资额

相对较少，四〇一厂新增 0.6 万吨乳化炸药产能追加投入不大，新增

产能带来经济效益预计在 2017 年第四季度得以释放，同时标的企业

销售网络优化也将引起企业净利润的增长。综上原因造成收益法结果

大于资产基础法结果。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及增资，从评

估目的考虑，结合被评估单位的情况，收益法的结果更能反映所有者

全部权益的价值。 

经分析，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论作为评估结论，四〇一厂所有

者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6,474.50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1、股权转让：公司以 4,290.61 万元受让四Ｏ一厂 45.98%股权，

四Ｏ一厂原股东的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姓名/名称 

原持股比例

（%） 

股权转让 

价款（元） 

转让股权比例 

（%） 

转让后剩余 

股权比例（%） 

1 黄志平 95.379 39,585,435.53 41.359 54.02 

2 钟旺基 0.771 1,000,000.00 0.771 0 

3 刘茂春 0.771 1,000,000.00 0.771 0 

4 肖开文 3.078 1,320,649.29 3.078 0 

合计 100 42,906,084.82 45.98 54.02 

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四Ｏ一厂 45.98%股权。 



2、增资：公司及子公司永安民爆拟出资合计 7,469.39 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 7,019.39 万元，永安民爆出资 450 万元）对四〇一厂进

行增资。同时，永安民爆负责将 6000 吨乳化炸药产能转移至四〇一

厂作为对四〇一厂的资产出资。本次交易完成后，四〇一厂的注册资

本总额为 1583.43 万元，剩余 6,533.96 万元入其资本公积，交易后

四〇一厂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黄志平 350.02 22.11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785.46  49.60 

石嘴山市永安民用爆炸物品有限责任公司 447.95 28.29 

合计 1583.43 100.00 

3、业绩承诺及相关说明 

（1）四Ｏ一厂的股东黄志平先生承诺原四〇一厂 12000 吨许可

产能（乳化炸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承诺净利润平均不低于 1680

万元/年，其中，归属于宏大爆破及永安民爆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1,176

万元/年。黄志平先生承诺：若 12,000 吨乳化许可产能累积实现年平

均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年平均净利润，由黄志平先生向宏大爆破进行

对价补偿，补偿金额=年平均净利润的差额*10。 

永安民爆转入四〇一厂的 6,000 吨许可产能预计产生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600万元/年。 

（2）通过本次的增资及产能转移，预计四〇一厂未来三年 100%

股权的年均净利润不低于 2,280 万元。宏大爆破与永安民爆通过本次

投资并购项目所取得的四〇一厂的 77.89%股权未来三年按股比对应

的年均净利润将不低于 1,776 万元。 



4、本次交易在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授权经营班子与四

Ｏ一厂及有关对手方签署相关协议。 

5、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

至交割日期间，若四〇一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导致账面净资产减

少，则减少的金额由转让方连带承担并于交割日后一个月内以现金形

式向四〇一厂补足。交割日后十日内，受让方审计机构对四〇一厂交

割日的净资产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将作为转让方是否需要补足以及所

需补足金额的依据。 

6、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高层人员人事变动问

题，不涉及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及影响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并购四〇一厂是宏大爆

破推行省内民爆器材生产与爆破服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环节，为统一

省内民爆生产与销售再下一城。 

（2）本次交易可促使广东省内民爆业务成为公司业绩好、现金

好的利润中心。并购四〇一厂将增加宏大爆破的整体盈利规模和盈利

能力，财务指标改善，促进公司业绩提升，而省内民爆业务统一后，

省内民爆业务可以作为支撑公司业绩、净利润、现金流好的业务板块。  

（3）本次交易抢占了重组先机，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四〇一厂

地处粤东，靠近惠州民爆销售市场，可辐射整个珠三角地区，利于公



司在全省范围内优化生产点，有利于公司打造全省民爆销售市场的铜

墙铁壁，扼守住本省民爆市场。 

2、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经济下行带来的全产业风险，导致

民爆器材的销量及销售价格下降，目前广东省民爆市场的工业炸药销

量稳定，销售价格平稳，预计未来销量也能保持基本稳定，但随着民

爆器材跨省流动及销售价格的市场化趋势延续，预计广东省内的民爆

器材销售价格会存在一定的下降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