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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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148,223,810.95 6,633,923,214.76 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84,861,213.01 3,067,384,257.24 3.8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48,698,519.98 19.51% 3,887,696,632.08 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554,234.10 33.84% 218,176,458.75 4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200,115.53 17.12% 202,791,582.98 3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8,512,668.60 60.88% 518,887,546.51 5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3 32.83% 0.3085 4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3 32.83% 0.3085 4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0.40% 7.04% 1.8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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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8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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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2,4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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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1,294.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2,596.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03,362.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25,194.59  

合计 15,384,87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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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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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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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6,363 质押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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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1.74% 12,289,51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5% 10,276,688 0   

刘玮巍 境内自然人 1.45% 10,248,37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43% 1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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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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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12,289,511 人民币普通股 12,289,511 

郑炳旭 11,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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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 10,2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4,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76,688 人民币普通股 10,276,688 

刘玮巍 10,248,372 人民币普通股 10,248,3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11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11,100 

郑明钗 9,545,455 人民币普通股 9,545,4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

限公司、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以及广东省广业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

“广东省广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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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54,544,224.89   314,028,630.15  -50.79%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到期托收，且工程企业加大了

票据支付力度 

预付款项     149,895,522.85    50,435,920.19  197.20% 主要是工程项目及军工项目的预付材料款增加 

在建工程       54,923,751.41    14,839,951.56  270.11% 报告期内工程板块对项目地面站建设投入 

短期借款 1,369,346,280.00  972,021,633.22  40.88% 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对负债结构进行了调整。 

应付票据 267,046,925.74  173,617,465.24  53.81% 报告期内工程企业加大了票据支付力度 

应付账款 1,046,227,239.18  784,191,535.35  33.41% 主要原因是工程板块对供应商结算进度加快 

预收款项 29,490,414.77  16,774,213.05  75.81% 报告期内工程板块新增项目收到预付工程款 

应付职工薪酬 61,223,219.88  90,617,561.54  -32.44% 主要原因是本年内发放了上年计提的年终绩效奖

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39,500,000.00  436,099,446.00  -45.08% 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对负债结构进行了调整。 

长期借款 195,000,000.00  408,200,000.00  -52.23% 同上 

递延收益 4,613,827.47  2,482,408.24  85.86% 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技改等政府补助 

 

2、利润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8,491.64  -15,454,565.86  -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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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7,939,493.70   同上 

资产处置收益 408,743.42  5,226,338.05  -92.18% 报告期内工程板块处理部分老旧设备带来

损失较去年减少 

营业外收入 2,162,831.49  963,671.11  124.44% 报告期内收到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

补助 

营业外支出 374,504.74  3,637,237.33  -89.70% 报告期内工程板块处理部分报废设备带来

损失较去年减少 

利润总额 305,967,833.45  226,559,155.43  35.05%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度矿服板块业务规模

扩大，军工板块利润同比亦有所增长 

净利润 264,511,030.32  187,763,594.24  40.87% 同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176,458.75  153,357,283.86  42.27% 同上 

少数股东损益 46,334,571.57  34,406,310.38  34.6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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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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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887,546.51  327,185,257.61  58.59% 公司工程项目在本报告期内款项回收较

上年同期有大幅度改善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154,868.08 -461,569,938.43 -3.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905,150.18  -25,692,481.84  759.80% 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减少了吸收少数股

东投资额，且本年度分红较上年增加，

融资结构发生变化，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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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军工板块业务的投融资，2019年9月，公司分别以350.9万元收购深圳市空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所持宏大防务（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宏大防务”）34%的股权、以210万元收购广州市空天防务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宏大防务21%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宏大防务100%的股权，宏大防务变更为全资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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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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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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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0.00% 至 60.00%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29,965.69 至 34,246.51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404.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个板块运营情况良好，预计总体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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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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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8,000 9,000 0 

合计 28,000 9,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8 月 28 日 其他 机构 

2019 年 8月 30 日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披露的《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2）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其他 机构 

2019 年 8月 30 日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披露的《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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