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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凯龙股份 股票代码 00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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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宏 余平 

办公地址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 20 号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 20 号 

电话 0724－2309237 0724－2309237 

电子信箱 zbb@hbklgroup.cn zbb@hbklgroup.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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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5,819,455.06 437,800,227.89 4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485,799.80 56,147,529.47 2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650,708.78 51,824,471.20 7.38%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547,683.72 33,614,377.00 5.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0 0.670 -49.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0 0.670 -4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3% 4.3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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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416,569.36 1,897,563,871.64 1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0,765,299.16 1,343,220,136.73 0.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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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门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16.72% 34,900,000 34,900,000   

邵兴祥 境内自然人 15.99% 33,357,000 33,357,000 质押 23,023,500 

深圳市君丰恒

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9% 17,500,000 0   

刘卫 境内自然人 1.34% 2,806,000 2,806,000 质押 2,275,000 

赵国亭 境内自然人 1.20% 2,500,000 0   

秦卫国 境内自然人 1.18% 2,458,000 2,458,000 质押 850,000 

陈慧 境内自然人 1.17% 2,450,000 0   

罗春莲 境内自然人 1.10% 2,300,000 0   

鲍训俊 境内自然人 0.90% 1,870,500 1,870,500   

李颂华 境内自然人 0.77% 1,615,750 1,615,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为维持公司控股结构稳定，避免实际控制人变动造成公司经营和管理层不稳定，进而导致

公司业务发展方向不确定，公司第二大股东邵兴祥先生与荆门市国资委签订了《一致行动

协议》，并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约定邵兴祥及其继承人

自修订后的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内，行使发行人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重大事项的提

案权、表决权）时，均将作为荆门市国资委的一致行动人，与其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如与

荆门市国资委意见不一致时，均按照荆门市国资委意见行使其权利。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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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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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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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能源结构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民爆行业总体运行情况稳中向好，主要

经济指标及产值产量均呈现正增长态势，且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扩大。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抢抓深化供给侧改革和振

兴实体经济新机遇，以加快企业发展为核心，以加快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为根本，着力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

着力强化改革创新，着力增强企业内控管理能力，着力推进大项目建设和技术进步升级，着力降成本补短板，着力促进营销

增长，确保今年再造一个新凯龙的宏伟目标能够得以实现。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民爆产品仍是公司经济发展的支柱，公司一直以工业炸药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为

主营业务。按照公司战略规划，在审慎研究、详尽调查的基础上，积极搜寻、收购能与公司业务产生协同作用的企业，报告

期内公司控股收购了省外的一家民爆生产公司、一家民爆经营公司、一家爆破公司及一家配套的运输公司，形成公司新的经

济增长点。同时公司复合肥系列产品产销实现了突破性进展，硝酸铵及复合肥业务在公司业务板块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为

公司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公司在强化民爆长产业链发展模式，使科技研发、硝酸铵、硝基复合肥、工业炸药产销、爆破服务、矿山开采等形成

新的“一体化”之外，正积极开辟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领域。目前，公司在国防装备生产领域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的布局都在稳步推进当中，这使公司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581.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5.23%；实现营业利润9,784.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8.0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148.5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7.32%。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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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2017年6月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

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要

求，公司对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同时，在利润表中的

“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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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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