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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18-048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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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对本报告提出异议声明。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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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岭民爆 股票代码 00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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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邹七平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 319 号新天地大厦 13 楼 

电话 0731-88936121 

电子信箱 5718013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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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062,858.12 1,472,162,669.25 -3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51,928.08 15,176,562.64 -1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03,586.10 6,817,360.81 -7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1,731,000.88 -387,082,496.68 4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7 0.0409 -2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7 0.040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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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7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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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9,520,334.74 3,895,782,761.79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84,970,033.12 2,008,847,595.48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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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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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62% 154,545,912 0   

湖南神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0% 86,492,900 0   

乌鲁木齐益丰年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9% 6,637,67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5% 4,279,100 0   

严丽娜 境内自然人 0.98% 3,640,000 0   

津杉华融（天津）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0.61% 2,247,90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0% 2,234,522 0   

赵京晶 境内自然人 0.43% 1,580,84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鹰稳

健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324,500 0   

董运妙 境内自然人 0.32% 1,20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为湖南新天地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严丽娜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3,64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640,000 股;

公司自然人股东赵京晶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1,425,8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5,04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580,840 股; 公司自然人股东董运妙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06,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票 1,206,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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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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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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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民用爆破相关业 

报告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在“三去一降一补”、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培育壮大新动能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

绩。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影响有限。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实施、能源结构持

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民爆行业运行情况总体呈上升发展态势。但全国民爆行业总产能严重过剩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并未

有根本性改变，下游矿山等产业也正处在筑底复苏阶段，民爆行业企稳回暖态势仍显不足。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及产值产量总

体有所增加，但增幅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2018年上半年，克服主要原材料快速上涨、民爆产品市场价格战等不利因素，公

司以“抓管理、降成本、争效益”为主题，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通过积极维护和开拓民爆产品及爆破服务市场、调整产品结构、

加强人工成本管控、大力开展降本增效、深入推进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和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等多种措施，加快由传统民

爆产品供应商向民爆系统集成服务商转型，确保了公司安全、稳定、健康发展，实现了经济运行降中趋稳，稳中有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97,206.29万元，同比下降33.97%；利润总额1,851.04万元，同比下降22.61%；净利润

1,381.37万元，同比下降5.97%，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5.19万元，同比下降19.93%；每股收益0.0327元，

同比下降20.05%。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业务结构优化整合，终止了部分

风险较高的非主营贸易业务，子公司南岭经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61,709.05万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主要原材料快速上

涨、省外炸药销量下滑等因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强化民爆产品和爆破服务市场的维护和拓展，加快民爆一体化转型，着力抓好创收增效。 

（2）加快“三项制度”改革，实施“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大力开展转岗分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控人工成

本不合理增长。 

（3）努力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等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4）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内部控制，进一步压减“应收账款和存货”，努力防范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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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年”为工作重心，持续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现场“6S”管理、应急管理等工作，不断

强化安全生产基础管理，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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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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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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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纪明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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