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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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99,000,419.70 692,910,996.68 4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69,236.67 8,969,582.02 22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342,639.12 7,122,182.41 28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6,153,518.15 63,392,748.58 -25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4 0.0128 223.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4 0.0128 22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0.3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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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6,344,221.05 6,633,923,214.76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92,806,743.22 3,067,384,257.2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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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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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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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2,067,976.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328.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8,363.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11,501.03  

合计 1,926,59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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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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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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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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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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 148,199,643 0   

郑炳旭 境内自然人 6.33% 44,758,400 33,568,800 质押 33,568,800 

王永庆 境内自然人 5.82% 41,178,400 30,883,800   

郑明钗 境内自然人 5.40% 38,181,818 38,181,818 质押 22,200,221 

广东省伊佩克环

保产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7% 18,205,673 0   

广东省工程技术

研究所 
国有法人 2.57% 18,205,6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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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11,684,573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五组合 
其他 1.49% 10,512,711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1.27% 8,972,720 0   

傅重阳 境内自然人 1.25% 8,822,9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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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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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18,20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673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684,573 人民币普通股 11,684,573 

郑炳旭 11,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9,6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10,512,711 人民币普通股 10,512,711 

王永庆 10,2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4,600 

王世忱 8,972,720 人民币普通股 8,972,720 

傅重阳 8,822,965 人民币普通股 8,822,965 

黄晓祥 8,559,100 人民币普通股 8,55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广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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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构成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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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人中部分为公司管理层（即参与认购广发

恒定 7 号的宏大爆破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恒定 7 号与郑炳旭、王永庆构成

一致行动人。3、郑明钗与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

公司股份 44,647,2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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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列表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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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34,471.09 50,435,920.19 80.89% 随着矿服板块子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预付材

料款、工程款等也相应增加 

开发支出 349,173,911.18 249,987,635.47 39.68%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HD-1等军工项目的技

术开发投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21,530.92 5,037, 314.83 -63.84% 主要为子公司对外支付了开发支出款项及设

备款 

应付职工薪酬   53,639,165.79   90,617,561.54 -40.81% 报告期内发放了上年计提的年终绩效奖金 

应交税费 27,260,079.82 51,819,719.15 -47.39% 报告期内子公司应缴的所得税减少 

递延收益 4,987,034.96 2,482,408.24 100.90% 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技改等政府补助 

专项储备 8,845,345.93 12,692,096.62 -30.31% 报告期内子公司加大了对安全费用的使用 

 

2、利润表列报项目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99,000,419.70     692,910,996.68  44.17%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06亿元，

增幅44.17%，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调整营销策略，优化业

主结构，提升资产质量，促使公司矿服板块收入显著增长 

 营业成本     827,658,348.92     573,365,594.62  44.35%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2.54亿元，

增幅为44.35%，与收入的变动幅度相近，主要是公司的业

务规模扩大，由业务收入增加引起的营业成本相应上升 

税金及附加        4,969,576.39         2,755,515.96  80.35% 报告期内矿服子公司加快结算进度，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1,856.76       -6,862,596.91  -99.39% 主要因为本期根据新金融准则，将应收款项的减值准备计

提调整到了信用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3,745,365.96         2,213,032.75  69.24% 主要为报告期内民爆企业联营公司分红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3,429.92                1,263.78  -371.40% 主要为子公司新华都处理部分使用价值不高的设备 

 其他收益         2,012,059.42            106,178.78  1794.97% 报告期内子公司国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营业利润       45,286,171.73       14,035,577.39  222.65% 报告期内公司矿服板块业绩较上年显著增长 

 营业外收入              67,667.98            132,157.32  -48.80% 报告期内处置废品收到的款项较上年同期减少 

 利润总额       45,336,028.36       14,153,068.17  220.33% 报告期内公司矿服板块业绩较上年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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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费用         8,915,000.26         4,969,264.97  79.40% 同上 

 净利润       36,421,028.10         9,183,803.20  296.58% 同上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29,269,236.67         8,969,582.02  226.32% 同上 

 少数股东损益         7,151,791.43            214,221.18  3238.51% 同上 

 

3、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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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53,518.15 63,392,748.58 -251.68% 报告期内，公司矿服业务规模扩大，占用

资金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7,168,094.38 -131,124,155.29 119.00% 报告期内，公司用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

产品的金额增加；且随着矿服子公司业务

规模扩大，增加了设备采购款的投入，导

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1,268,503.60 33,878,486.16 464.57% 报告期内公司扩大了融资规模，用于满足

经营需求及置换到期贷款，融资规模增加

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579,810,969.33 442,982,215.60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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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业集团”）发来的股东大会提案《关

于调整监事人选的函》，广业集团提名林洁女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2019年3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收到股东提案并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3月22日，公司

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选举林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天，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林洁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3月7日、2019年3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2019-004?2019-005?2019-007?2019-00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变更监事 2019 年 03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变更监事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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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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明钗；厦门鑫祥

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傅重阳;陈海

明；娄底市涟新建

材商贸行（有限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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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股份总和

11.17%的股份、陈海明所持占新华都

2016 年 06

月 21 日 
36 个月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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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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业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已

更名为“广东省广

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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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更名为“广东省广

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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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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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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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13,9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90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3,9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9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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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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