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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283号），对公司相

关问题进行了问询。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问询函进行了

回复，现将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12亿元，同比上升 6.8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6,263.27

万元，同比下降 38.24%；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4

亿元，同比上升 52.75%。请说明以下问题： 

（1）请结合行业环境、公司经营、财务投资等情况，说明你公

司净利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下降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持

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答复：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分为矿山开采服务及民爆器材销售两

大板块。近年来，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及国家去产能政策的影

响，矿山业主普遍存在减产、半停产的现象，导致公司矿山工程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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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合同单价下降，矿服领域的毛利率逐年下降，2014 年至 2016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6.48亿元、22.19 亿元及 18.33亿元，毛利率分

别为 21.85%，17.51%及 11.95%（上述数据已剔除新增子公司的影响）；

同样受矿山工程开工不足的影响，原有民爆器材销售业务的规模也有

所下降，但 2015年新并购的铜川宏大民爆器材产能在 2016年得到释

放，公司近三年民爆器材销售收入分别为 7.42亿元、7.20亿元及 7.40

亿元，变化幅度不大，且毛利率保持稳定。 

除矿山开采服务板块的毛利率下降外，合并报表中的销售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以及财务费用率分别为 1.34%、13.16%以及 1.82%，同比

分别上升了 0.16%、2.06%及 0.61%。销售费用率及财务费用率的变动

不大，管理费用率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宏大有限因部分项目

停工将固定资产折旧计入管理费用，导致管理费用率上升。 

综合两大主业板块，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均有所下降，费用率略有

上升，使得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下降。面对宏观经济环境，

公司及时调整经营方向，将原工程服务范围由煤炭、钢铁延伸至有色

金属领域，随着目前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公司今年的经营情况也

有所改善，2017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81亿元，较去年同期上

涨 96.98%，净利润为 936.37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预计

2017 年上半年净利润达到 7,000-9,000 万元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增长。综上分析，公司不存在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重大变化的

情形。 

（2）请你公司结合主要产品价格、成本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



因素分析说明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化趋势不匹配的原

因； 

答复：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扩大了合并报表

范围，若剔除新合并子公司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56 亿元，同

比下降 8.28%；实现净利润-1,456.96 万元，同比下降 114.36%。营

业收入及净利润均有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宏观经济的影响。 

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矿山开采服务收入规模有所下降，营业收

入降幅为 17.40%；受 2015年并购的铜川宏大影响，公司民爆器材产

量在 2016 年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比 2015 年小幅上升 2.7%。公司总

体收入规模有所下降。 

在成本方面，为提高原有工程项目的资产质量，降低资金占用成

本，公司在部分项目中主动采取停工、减产的方式来降低风险，但与

此匹配的固定成本如人工工资等并未随收入下降同比下降，部分露天

矿山项目的毛利率下降幅度达 10%，地下矿山工程受业主单价下调的

因素影响，毛利率从 20.2%下降到 17.9%；民爆器材产品的单价及毛

利率保持稳定。公司总体毛利率水平有所下降。 

在费用方面，公司总体费用率变动幅度不大，部分费用属于刚性

支出，变动幅度均在合理范围内。 

非经常性损益在 2015 年发生金额为 805.99 万元，2016 年发生

金额为 839.68 万元，主要是各类政府补助收入，变动幅度不大。 

（上述数据均剔除了新增子公司的影响） 

综上，在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化趋势不匹配的主



要原因是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若剔除这一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及净利润变化趋势一致；公司净利润变化幅度大于营业收入的变化

幅度，主要原因在于工程板块的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影响了公司整

体毛利及净利润水平。 

（3）请结合大额现金收支情况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变

动的原因。 

答复：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指标有所改善，金额

从 2015年的-2.2亿元减少至报告期内的-1.04亿元，增加了 1.16 亿

元。该项指标改善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1）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合并报表新增了新华都

工程，新华都工程该项指标为 3,295万元，若剔除这一影响，公司该

项指标为-1.37亿元； 

（2）子公司鞍钢爆破加大对业主工程款的追收力度，该指标从

去年的-1,315.53 万元变为 10,502.67万元。 

 

2、年报披露，若剔除 2016 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收购标的业绩影

响，公司本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27.56 亿元，净利润为-1,456.96

万元，呈现下降趋势。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行业周期波动、市场供求情况、公司经营战略、产

能利用情况、成本变动情况等补充披露你公司原业务营业收入、净利

润下降的具体原因； 

答复：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及国家去产能政策的影响，矿



山业主普遍存在减产、停产的现象，导致公司矿山工程开工不足，矿

服业务领域的收入及毛利水平逐年下降；民爆器材产品因新增产能使

得收入规模小幅上升，毛利率保持稳定，固定生产线的产能利用率较

高，基本维持在 80%以上，但混装炸药的产能利用率不到 50%，利用

率较低。 

面对宏观不利因素，公司经营层针对每个业务板块做了详细分析

及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对于矿山开采服务板块，公司制定的经营策略

是控制存量业务风险，拓展稳定矿种市场；对于民爆器材销售板块，

公司将通过产业并购，完成重点区域的产业布局；除上述两大业务板

块外，公司计划在未来加大对军品板块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军工资

质的优势，利用军改契机及军民融合政策，将军工业务列为公司战略

发展板块之一。 

（2）你公司各项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合理性。 

答复：公司关于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如下： 

①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

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

值准备。 

②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A、对于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大于或者等于 100万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

备；如减值测试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则按账

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B、对于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组合的划分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依据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00% 5.00% 

1-2 年（含 2 年） 10.00% 10.00% 

2-3 年（含 3 年） 30.00% 30.00% 

3-4 年（含 4 年） 50.00% 50.00% 

4-5 年（含 5 年） 80.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对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应收款项和支付政府部门

的各项押金及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 

C、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计提依

据是根据未来现金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

坏账准备。 

③存货跌价准备：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

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④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

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商誉至

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确认商誉减值损

失。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公司在报告期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如下

表： 

单位：元 

资产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账面余额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31,225,778.66 34,877,880.83  166,103,659.49 

存货跌价准备 333,764,.08   70,924.87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436,037.64 8,702,778.65 816,372.45 17,322,443.84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214,241.11 0 3,214,241.11 0 

合   计： 144,209,821.49 43,580,659.48 4,030,613.56 183,497,028.20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变动原因在于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账龄变动，公司的应收账款按账龄分析法计提了坏账准备，其

他应收款中，除了按账龄分析法计提了坏账准备外，还按期末单项金

额重大并单项计提了 100万元坏账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动来自于：（1）子公司涟邵建工部分在建

工程完工后转为固定资产，将对应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转入至“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 321.42 万元；（2）新增子公司新华都工



程在合并日前已确认“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48.85 万元，合并报表

后因固定资产处置减少“固定资产减值准备”81.63 万元。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变动来自于子公司涟邵建工部分在建工

程转固。 

综上，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均按照公司会计政策执行，

计提充分、合理。 

 

3、2012 年 12 月，你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收购

石嘴山市永安民用爆炸物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民爆”）

85%股权，交易价格 1.27 亿元，你公司确认商誉 1.21 亿元。你公司

在收购时披露，预计未来五年内永安民爆可实现年均净利润

3,122.64 万元。2013 年至 2016 年，永安民爆分别实现净利润

3,401.49 万元、375.49 万元、1,135.81 万元、816.57 万元，请补

充披露： 

（1）请你公司说明永安民爆近四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是否达到你

公司收购时的预期，如未达到，请分析说明具体原因； 

回复：2013 年至 2016 年，永安民爆分别实现净利润 3,401.49

万元、375.49 万元、1,135.81 万元、816.57 万元，除 2013 年外，

经营业绩未达公司收购时的预期。 

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煤炭行情的周期性波动及地方的行业

整顿：煤炭是石嘴山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受国内煤炭市场整体不景

气影响，石嘴山地区开展煤炭市场整顿并落实产业环保政策，导致该



地区的大部分矿山停产，造成永安民爆销量大幅下降，收入规模及利

润等各项经营指标持续下滑。 

（2）你公司未计提永安民爆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公司从 2007 年开始进入宁夏地区露天矿山采剥市场，截

至 2012年，公司在宁夏地区已初步实现了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模式，

但受到当时民爆行业生产、流通体制的制约，公司在当地的一体化业

务开展不顺利。为充分利用公司的炸药现场混装技术，开拓宁夏地区

的民爆器材业务，在公司原募投项目暂时难以达到预期盈利水平的情

况下，公司变更了 1.27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永安民爆 85%股权。

在收购永安民爆股权后，公司加大对宁夏及周边地区市场的矿山民爆

一体化投入力度，提升公司在这一片区的一体化程度及市场占有率。

虽然在后续几年遇上煤炭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及石嘴山地区的行业整

顿，但公司在当时的投资决策符合国家民爆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公司

矿山民爆一体化战略推进。 

面对永安民爆近几年的业绩下滑，公司及永安民爆管理层积极调

整经营策略，充分利用永安民爆原有的渠道优势，将业务逐步延伸至

矿山爆破服务领域。目前，永安民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施工管理经验

及储备了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业务类型已从单一的爆破器材销售转

变为爆破器材销售及提供爆破服务。2016 年下半年，随着煤炭价格

的扭转，石嘴山地区的部分矿山整顿完毕，逐步复产，永安民爆 2016

年下半年开始实现盈利，全年净利润为 816.57 万元。2017 年 1-5 月



份，永安民爆已实现净利润 350 万元，预计上半年能实现净利润 600

万元，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在煤炭价格逐步回暖后，预计永安民爆的盈利能力将稳步提升，

根据其未来发展情况进行的减值测试显示，永安民爆不存在需要计提

商誉减值的情况。 

年审机构意见：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未发现永安民爆存在需

要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4、2013 年 4 月，你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 2.27

亿元与鞍钢集团矿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鞍钢爆破”），并鞍钢爆破取得 51%股权。你公司确认商誉

6,381.54 万元。你公司在收购时披露，预计未来三年鞍钢爆破营业

收入及净利润年均增长幅度不低于 50%。2013 年至 2016 年，鞍钢爆

破分别实现净利润 146.44 万元、5,706.32 万元、240.12 万元、

1,383.33 万元。请补充披露： 

（1）请你公司说明鞍钢爆破近四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是否达到你

公司收购时的预期，如未达到，请分析说明具体原因； 

回复：2013 年至 2016 年，鞍钢爆破分别实现净利润 146.44 万

元、5,706.32 万元、240.12 万元、1,383.33 万元。鞍钢爆破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8 日，2013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鞍钢爆破尚处在筹建、

试运营阶段，当年数据不存在可比性；2014 年经营情况达到公司收

购时的预期；2015-2016年度没有实现原预测净利润的主要原因如下：



近两年多以来，国内钢材市场表现平淡，整体钢铁产能过剩，受去产

能及环保等压力影响，鞍钢矿业集团在降低矿山开采数量的同时逐步

下调外（包）委工程的结算价格。鞍钢矿业集团是鞍钢爆破的主要业

主，虽然鞍钢爆破近两年的收入规模保持稳定，但其毛利率水平有所

下降，净利润水平未达预期。 

（2）你公司对取得鞍钢爆破股权时商誉会计处理和合理性、未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公司于 2013年支付人民币 226,544,883.91 元与鞍钢矿业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鞍钢爆破，本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51%。本公司将投

资成本超过按比例获得的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公

允价值的差额人民币 63,815,460.26 元，确认为与鞍钢矿业爆破有限

公司相关的商誉，会计处理方式符合公司会计政策。 

鞍钢爆破是公司与鞍钢矿业共同出资的控股子公司，鞍钢矿业是

我国掌控铁矿石资源最多、产量规模最大，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冶金矿

山龙头企业。通过合资成立子公司，公司可向鞍钢矿业提供民爆器材

产品，并可逐步参与鞍钢矿业的矿山采剥业务，提升公司的总体收入

水平。在公司成立后，鞍钢爆破主要向鞍钢矿业提供炸药及爆破服务，

每年的炸药产能利用率约为 70%，收入规模基本稳定，但由于鞍钢矿

业逐步下调了工程单价，导致鞍钢爆破近两年的毛利率水平波动较大，

净利润也有所波动。 

面对严峻的经营生产形势，鞍钢爆破除进行内部的降本增效外，

还积极拓展鞍钢集团以外的矿山服务市场，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在



2016 年已取得 5 个集团外的爆破工程项目，年产值约 3,300 万元。

2016 年全年鞍钢爆破实现净利润 1,383.3 万元。2017 年 1-5 月份已

实现净利润 1,370.4 万元。预计从 2017 年开始，鞍钢爆破的盈利能

力将稳步提升，据此进行的减值测试结果显示，鞍钢爆破不存在需要

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年审机构意见：宏大爆破对取得鞍钢爆破股权时商誉金额的计算

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未

发现鞍钢爆破存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5、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余额 5.3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22.73%，请结合你公司的信用政策和销售情况解释说明应收票据余

额大幅上升的原因。 

答复：应收票据年初余额为 2.41亿元，报告期末余额为 5.38亿

元（剔除新增子公司的影响），增加了 2.97亿元。应收票据的增加主

要来自于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宏大有限，两者合计增加了 2.39 亿元

（宏大有限为宏大爆破 2014 年底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承接宏大爆破

所有工程业务，可将两公司的数据合并分析）。 

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

各矿山业主资金紧张，且宏大有限加大了工程款的催收力度，各矿山

业主均大幅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公司的工程款，导

致公司应收票据金额大幅上升。截至目前，公司收到的所有票据未发

生不能兑现的情况，应收票据的兑换风险可控。 



6、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 9.55 亿元，同比增加 20.73%。

其中，库存商品余额 0.44 亿元，同比增加 289.38%。报告期内，你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09 万元，同比下降 78.76%。请补充披露你

公司存货余额与存货跌价准备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并说明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与充分性。 

答复：公司关于“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如下：期末按照单

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

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

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剔除新增子公司影响）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41,014,927.21   41,014,927.21 46,237,716.13   46,237,716.13 46,237,716.13   46,237,716.13 

周转材料 1,518,933.80   1,518,933.80 1,128,593.10   1,128,593.10 1,128,593.10   1,128,593.10 

在产品 4,416,953.21   4,416,953.21 651,974.26   651,974.26 651,974.26   651,974.26 

库存商品 11,341,344.12 333,764.08 11,007,580.04 44,040,227.80 70,924.87 43,969,302.93 13,212,108.91 70,924.87 13,141,184.04 

工 程 施 工

(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 

732,725,470.87   732,725,470.87 863,328,758.10   863,328,758.10 817,259,588.62   817,259,588.62 

合计 791,017,629.21 333,764.08 790,683,865.13 955,387,269.39 70,924.87 955,316,344.52 878,489,981.02 70,924.87 878,419,056.15 

报告期末，存货余额为 9.55亿元，同比增长 20.73%，若剔除新

增子公司的影响，存货余额为 8.78亿元，同比增长 11.13%。存货余

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增加，变化幅度为

11.61%。在报告期末，公司工程合同未发生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

总收入的情况，不需计提“跌价准备”。 



“存货”中的“库存商品”余额为 0.44 亿，同比增加 289.38%，

若剔除新增子公司的影响，该项科目的余额为 0.13 亿元，同比增长

16.50%。“库存商品”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民爆生产企业产成品的增加，

属于正常经营变动，不存在商品跌价的情况，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存货”中的“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 7.09 万元，减少了

26.28万元，主要是“库存商品”的跌价准备减少了，减少原因是子

公司明华公司将以前年度库存的部分雷管用于研发，所以转回了期初

计提的跌价准备 26.28 万元，与“库存商品”及其他存货项目的增加

无关。 

截至目前，公司计提的跌价准备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合理、充分。 

 

7、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财务费用 5,618.41 万元，同比增长

35.76%。请结合财务费用的具体构成、负债结构的变化等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变动的具体原因。 

答复：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费用构成如下表： 

单位：元 

类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利息支出 
56,184,060.75  41,383,802.36 35.76% 

减：利息收入 
 2,271,607.29 8,456,523.28 -73.14% 

其他 
 2,113,287.33  3,294,514.39 -35.85% 

合计 
56,025,740.79 36,221,793.47 54.67% 

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增加 35.76%，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贷

款金额增加，利息支出相应增加；利息收入减少 73.14%，主要是因



为公司利用短期闲置的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该部分收益归集在

投资收益科目下。 

报告期末，公司的银行贷款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贷款 2016.12.31 2015.12.31 变动 

短期贷款 长期贷款 小计 短期贷款 长期贷款 小计 短期贷款 长期贷款 小计 

合计金额 51,900.00 77,074.92 128,974.92 63,100.00 23,261.90 86,361.90  -11,200.00 53,813.02 42,613.02  

贷款构成 40.24% 59.76% 100.00% 73.06% 26.94% 100%       

报告内，公司短期贷款减少 1.12亿元，长期借款增加 5.38亿元，

总体借款增加 4.26 亿元，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筹集资金

支付股权收购款。 

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44.93%，负债结构以长期借款

为主，各项偿债能力指标正常，偿债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1）请结合行业环境、公司经营、财务投资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净利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下降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答复：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分为矿山开采服务及民爆器材销售两大板块。近年来，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及国家去产能政策的影响，矿山业主普遍存在减产、半停产的现象，导致公司矿山工程开工不足，合同单价下降，矿服领域的毛利率逐年下降，2014年至2016年营业收入分别为26.48亿元、22.19亿元及18.33亿元，毛利率分别为21.85%，17.51%及11.95%（上述数据已剔除新增子公司的影响）；同样受矿山工程开工不足的影响，原有民爆器材销售业务的规模也有所下降，但2015年新并购的铜川宏大民爆器材产能...
	除矿山开采服务板块的毛利率下降外，合并报表中的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以及财务费用率分别为1.34%、13.16%以及1.82%，同比分别上升了0.16%、2.06%及0.61%。销售费用率及财务费用率的变动不大，管理费用率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宏大有限因部分项目停工将固定资产折旧计入管理费用，导致管理费用率上升。
	综合两大主业板块，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均有所下降，费用率略有上升，使得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下降。面对宏观经济环境，公司及时调整经营方向，将原工程服务范围由煤炭、钢铁延伸至有色金属领域，随着目前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公司今年的经营情况也有所改善，2017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81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96.98%，净利润为936.3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预计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达到7,000-9,000万元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综上分析，公司不存在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重大变...
	（3）请结合大额现金收支情况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变动的原因。
	答复：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指标有所改善，金额从2015年的-2.2亿元减少至报告期内的-1.04亿元，增加了1.16亿元。该项指标改善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1）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合并报表新增了新华都工程，新华都工程该项指标为3,295万元，若剔除这一影响，公司该项指标为-1.37亿元；
	（2）子公司鞍钢爆破加大对业主工程款的追收力度，该指标从去年的-1,315.53万元变为10,502.67万元。
	2、年报披露，若剔除2016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收购标的业绩影响，公司本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27.56亿元，净利润为-1,456.96万元，呈现下降趋势。请补充披露：
	（1）请结合行业周期波动、市场供求情况、公司经营战略、产能利用情况、成本变动情况等补充披露你公司原业务营业收入、净利润下降的具体原因；
	答复：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及国家去产能政策的影响，矿山业主普遍存在减产、停产的现象，导致公司矿山工程开工不足，矿服业务领域的收入及毛利水平逐年下降；民爆器材产品因新增产能使得收入规模小幅上升，毛利率保持稳定，固定生产线的产能利用率较高，基本维持在80%以上，但混装炸药的产能利用率不到50%，利用率较低。
	面对宏观不利因素，公司经营层针对每个业务板块做了详细分析及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对于矿山开采服务板块，公司制定的经营策略是控制存量业务风险，拓展稳定矿种市场；对于民爆器材销售板块，公司将通过产业并购，完成重点区域的产业布局；除上述两大业务板块外，公司计划在未来加大对军品板块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军工资质的优势，利用军改契机及军民融合政策，将军工业务列为公司战略发展板块之一。
	（2）你公司各项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合理性。
	答复：公司关于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如下：
	①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②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A、对于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大于或者等于100万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如减值测试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则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B、对于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对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应收款项和支付政府部门的各项押金及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
	C、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于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计提依据是根据未来现金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④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公司在报告期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如下表：
	单位：元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变动原因在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账龄变动，公司的应收账款按账龄分析法计提了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中，除了按账龄分析法计提了坏账准备外，还按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了100万元坏账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动来自于：（1）子公司涟邵建工部分在建工程完工后转为固定资产，将对应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转入至“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321.42万元；（2）新增子公司新华都工程在合并日前已确认“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48.85万元，合并报表后因固定资产处置减少“固定资产减值准备”81.63万元。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变动来自于子公司涟邵建工部分在建工程转固。
	综上，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均按照公司会计政策执行，计提充分、合理。
	3、2012年12月，你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收购石嘴山市永安民用爆炸物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民爆”）85%股权，交易价格1.27亿元，你公司确认商誉1.21亿元。你公司在收购时披露，预计未来五年内永安民爆可实现年均净利润3,122.64万元。2013年至2016年，永安民爆分别实现净利润3,401.49万元、375.49万元、1,135.81万元、816.57万元，请补充披露：
	（1）请你公司说明永安民爆近四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是否达到你公司收购时的预期，如未达到，请分析说明具体原因；
	回复：2013年至2016年，永安民爆分别实现净利润3,401.49万元、375.49万元、1,135.81万元、816.57万元，除2013年外，经营业绩未达公司收购时的预期。
	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煤炭行情的周期性波动及地方的行业整顿：煤炭是石嘴山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受国内煤炭市场整体不景气影响，石嘴山地区开展煤炭市场整顿并落实产业环保政策，导致该地区的大部分矿山停产，造成永安民爆销量大幅下降，收入规模及利润等各项经营指标持续下滑。
	（2）你公司未计提永安民爆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公司从2007年开始进入宁夏地区露天矿山采剥市场，截至2012年，公司在宁夏地区已初步实现了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模式，但受到当时民爆行业生产、流通体制的制约，公司在当地的一体化业务开展不顺利。为充分利用公司的炸药现场混装技术，开拓宁夏地区的民爆器材业务，在公司原募投项目暂时难以达到预期盈利水平的情况下，公司变更了1.27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永安民爆85%股权。在收购永安民爆股权后，公司加大对宁夏及周边地区市场的矿山民爆一体化投入力度，提升公司在这一片区的一体化程度及市场占有率。虽然在后续几年遇...
	面对永安民爆近几年的业绩下滑，公司及永安民爆管理层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利用永安民爆原有的渠道优势，将业务逐步延伸至矿山爆破服务领域。目前，永安民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施工管理经验及储备了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业务类型已从单一的爆破器材销售转变为爆破器材销售及提供爆破服务。2016年下半年，随着煤炭价格的扭转，石嘴山地区的部分矿山整顿完毕，逐步复产，永安民爆2016年下半年开始实现盈利，全年净利润为816.57万元。2017年1-5月份，永安民爆已实现净利润350万元，预计上半年能实现净利润600万元，...
	在煤炭价格逐步回暖后，预计永安民爆的盈利能力将稳步提升，根据其未来发展情况进行的减值测试显示，永安民爆不存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年审机构意见：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未发现永安民爆存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4、2013年4月，你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2.27亿元与鞍钢集团矿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爆破”），并鞍钢爆破取得51%股权。你公司确认商誉6,381.54万元。你公司在收购时披露，预计未来三年鞍钢爆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年均增长幅度不低于50%。2013年至2016年，鞍钢爆破分别实现净利润146.44万元、5,706.32万元、240.12万元、1,383.33万元。请补充披露：
	（1）请你公司说明鞍钢爆破近四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是否达到你公司收购时的预期，如未达到，请分析说明具体原因；
	（2）你公司对取得鞍钢爆破股权时商誉会计处理和合理性、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公司于2013年支付人民币226,544,883.91元与鞍钢矿业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鞍钢爆破，本公司占注册资本的51%。本公司将投资成本超过按比例获得的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差额人民币63,815,460.26元，确认为与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相关的商誉，会计处理方式符合公司会计政策。
	鞍钢爆破是公司与鞍钢矿业共同出资的控股子公司，鞍钢矿业是我国掌控铁矿石资源最多、产量规模最大，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冶金矿山龙头企业。通过合资成立子公司，公司可向鞍钢矿业提供民爆器材产品，并可逐步参与鞍钢矿业的矿山采剥业务，提升公司的总体收入水平。在公司成立后，鞍钢爆破主要向鞍钢矿业提供炸药及爆破服务，每年的炸药产能利用率约为70%，收入规模基本稳定，但由于鞍钢矿业逐步下调了工程单价，导致鞍钢爆破近两年的毛利率水平波动较大，净利润也有所波动。
	面对严峻的经营生产形势，鞍钢爆破除进行内部的降本增效外，还积极拓展鞍钢集团以外的矿山服务市场，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在2016年已取得5个集团外的爆破工程项目，年产值约3,300万元。2016年全年鞍钢爆破实现净利润1,383.3万元。2017年1-5月份已实现净利润1,370.4万元。预计从2017年开始，鞍钢爆破的盈利能力将稳步提升，据此进行的减值测试结果显示，鞍钢爆破不存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5、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余额5.3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22.73%，请结合你公司的信用政策和销售情况解释说明应收票据余额大幅上升的原因。
	答复：应收票据年初余额为2.41亿元，报告期末余额为5.38亿元（剔除新增子公司的影响），增加了2.97亿元。应收票据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宏大有限，两者合计增加了2.39亿元（宏大有限为宏大爆破2014年底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承接宏大爆破所有工程业务，可将两公司的数据合并分析）。
	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各矿山业主资金紧张，且宏大有限加大了工程款的催收力度，各矿山业主均大幅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公司的工程款，导致公司应收票据金额大幅上升。截至目前，公司收到的所有票据未发生不能兑现的情况，应收票据的兑换风险可控。
	6、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9.55亿元，同比增加20.73%。其中，库存商品余额0.44亿元，同比增加289.38%。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09万元，同比下降78.76%。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存货余额与存货跌价准备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并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与充分性。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报告期末，存货余额为9.55亿元，同比增长20.73%，若剔除新增子公司的影响，存货余额为8.78亿元，同比增长11.13%。存货余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增加，变化幅度为11.61%。在报告期末，公司工程合同未发生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情况，不需计提“跌价准备”。
	“存货”中的“库存商品”余额为0.44亿，同比增加289.38%，若剔除新增子公司的影响，该项科目的余额为0.13亿元，同比增长16.50%。“库存商品”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民爆生产企业产成品的增加，属于正常经营变动，不存在商品跌价的情况，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中的“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7.09万元，减少了26.28万元，主要是“库存商品”的跌价准备减少了，减少原因是子公司明华公司将以前年度库存的部分雷管用于研发，所以转回了期初计提的跌价准备26.28万元，与“库存商品”及其他存货项目的增加无关。
	截至目前，公司计提的跌价准备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合理、充分。
	7、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财务费用5,618.41万元，同比增长35.76%。请结合财务费用的具体构成、负债结构的变化等情况，说明财务费用变动的具体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