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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9-09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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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曦 董事 出差在外 安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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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487,625,3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7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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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联发展 股票代码 00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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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春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213 号  

电话 0851－86751504  

电子信箱 wlc-jl-67515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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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是民爆器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爆破、配送、工程技术服务、设计及施工等一体化经营业务。 

    （1）民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方面：公司始终坚持和致力于民爆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

成贵州、河南、甘肃、西藏、山东等全国布局的生产基地，可为用户提供品种齐全、规格配套的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

导爆索（管）以及根据用户特殊需求订制的个性化民爆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水利水电、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改

造及国防建设等领域，产品销售市场覆盖全国各地。公司成立了研发中心，根据行业发展需求有针对性研究开发新产品和新

工艺，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和生产工艺的优化。 

    （2）工程爆破服务方面：公司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爆破施工企业，施工技术、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均跻身全国同

行业领先水平，系贵州省首批科技创新型领军企业，2013年获批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资质、爆破与拆除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爆破作业壹级资质、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

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公路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等。可为客户提供设计爆破拆除工程、矿山工程、市政工

程、房建工程施工等服务，特别是在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为公司民爆一体化转型，广泛开展矿山

工程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3）国际化业务方面：公司坚持海外投资建厂与海外爆破工程齐头并进的国际化发展模式，积极推进与国际知名企业

的合作，加速公司在海外民爆业务产业布局。二是加快海外爆破项目的拓展，与国内大型能源、资源企业和基建等企业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努力承接海外爆破工程项目，促进国际化业务的落地。 

    （4）危化配送业务：公司拥有专业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拥有合法、完善的危险货物运输资质（含公司资质、车辆

资质、人员资质）；可提供民爆产品、危化品、普通货物运输、综合物流等运输物流服务。 

2、公司主要产品简介：公司生产的民用爆破器材总体上涉及炸药、起爆器材两大类，主要产品有工业炸药 、工业雷管、工

业导火索、工业导爆索等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金属、非金属等矿山开采，公路、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3、按照行业政策导向，行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为：一是国内并购重组提速，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行业十三五规划提出

的排名前15家生产企业生产总值在全行业占比突破60%的预期性目标将提前实现。二是科技创新将具有更多的行业话语权。

抓住信息化发展和智能制造带来的新机遇，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水平，用智能制造新技术提升生产线本质安全水平，是

抢占行业制高点，引领行业的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一体化发展成为必然。推进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民爆生产与爆破业

务协同发展已成为各家大型民爆企业集团的共识，爆破工程，特别是矿山爆破工程服务将成为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点。四是

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持续升级。按照民爆行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的相关要求，将推动产业、产品结

构的持续调整，民爆器材产品向高可靠性、高精度性、本质安全和智能型方向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 

4、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配送、爆破服务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在民爆全产业链上协同发展

的大型民爆集团。目前，公司炸药产能随着控股股东保利久联集团旗下盘江民爆、银光民爆、开源爆破等非上市资产的注入，

公司产能规模跃居行业第一，产销量水平位列民爆企业前列；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爆破施工企业，施工技术、企业规模、

经济效益均跻身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是唯一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民爆成为主业的央企，作为民爆

行业排名前列的上市公司，公司的发展得到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央企背景和在行业的影响力也吸引了国

内外大批合作者与我们洽谈合作，共谋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与国际知名民爆企业、大型央企、国企以及政府平台公司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与中煤、国电投等大型能源集团开展的矿山爆破服务合作，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发

展基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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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035,039,388.

24 

4,587,205,667.

61 

5,354,541,488.

56 
12.71% 

3,385,071,835.

87 

3,385,071,835.

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7,447,982.37 76,773,998.25 151,480,866.16 17.14% 61,937,521.35 61,937,52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936,700.53 63,796,168.44 63,796,168.44 1.79% 60,078,712.14 60,078,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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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0,211,342.9

4 
740,249,800.22 704,472,741.31 -156.81% 781,728,687.42 781,728,687.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0 0.23 0.31 16.13% 0.190 0.1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0 0.23 0.31 16.13% 0.190 0.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3.75% 5.24% 0.18% 3.09% 3.0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1,047,064,730

.50 

7,832,120,442.

36 

9,711,560,038.

73 
13.75% 

7,309,311,803.

36 

7,309,311,803.

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72,724,869.

73 

2,063,590,386.

86 

2,889,784,603.

05 
13.25% 

2,015,193,901.

47 

2,015,193,901.

4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66,619,268.22 1,405,633,441.41 1,529,962,234.66 1,832,824,44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68,665.44 69,436,117.22 61,078,801.74 36,964,39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3,944.62 34,576,445.25 26,443,136.94 3,023,17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109,982.85 -5,249,485.26 -447,695,766.19 294,843,891.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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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97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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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久联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0.00% 98,210,400 0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12,892,972 0   

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1% 8,555,413 0   

广东恒健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6,5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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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旗国际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6,554,858 0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4,464,820 0   

南京理工大学 国有法人 1.36% 4,441,582 0   

泰康资产－交

通银行－泰康

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优势

精选资产管理

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4,233,462 0   

#伍腾 境内自然人 0.91% 2,988,189 0   

泰康资产－邮

储银行－稳泰

价值 2 号资产

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2,292,31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第一股东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另 9 名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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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发行股票购买盘江民爆 100%股权、开源爆破 94.75%股权、银光民爆 100%股权事项已完成，

新增股份 160,257,149 股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 327,368,160 股增至 487,625,309 股。交

易对方盘化集团、产投集团、瓮福集团、开山爆破、银光集团成为公司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保利久联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由

30%变更为 29.76%，合计其一致行动人盘化集团持股共计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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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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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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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 久联债 112171 2020 年 04 月 24 日 43,598.53 5.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根据《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9 日、

2018 年 4 月 10 日、2018 年 4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12 久联债”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

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2 久联债”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2 久联债”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

性公告》。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期内（2018 年 4 月 10 日-2018 年 4 月 12 日）选择将其持有“12

久联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张（不含利息）。根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公司债券本次有效回售申报数

量 1,640,147 张，回售金额 164,014,700 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 4,359,853 张。上述债

券兑付工作已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完成。2018 年 4 月 24 日按期支付了本期债券自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证评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评级报告，维持久联发展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

持“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7.22% 64.30% 2.9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8.13% 18.89% -0.76% 

利息保障倍数 2.63 2.53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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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宏观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内民爆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行

业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面对种种困难与挑战，公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众志成城,砥砺前行,始终坚定内涵式增长与外延

式扩张并重、创新驱动和一体化经营的发展理念，坚持“一体化经营、资本化运营、国际化经营、科技创新”四轮驱动的创

新驱动型发展战略，兢兢业业推动公司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2018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01,593万元，同比增长9.35%，

利润总额15,855万元，同比增长7.6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039万元，同比增长17.74%。三家公司盘江民爆、开源爆

破、银光民爆注入后：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03,504万元，同比增长12.71%；实现利润总额31,050万元，同比增长10.9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7,745万元，同比增长17.14%。 

    公司通过向管理要效益，推动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等手段，提质增效成效明显，生产经营及发展改革等方面得到了稳步

推进。一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圆满完成。公司在2018年度积极推进发行股份购买保利久联集团旗下盘江民爆、开源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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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银光民爆三家未上市企业的资产，经过公司及各相关中介机构的一致努力，本事项于2018年11月7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8年第56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无条件审核通过，2019年1月7日公司新增股份在深交所发行上

市。二是推进精细化管理，通过定编、定岗、定员等管理措施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完善考核机制，优化

业绩考核体系。继续坚持分业态分类考核，强化成本管控和业绩考核；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风险管控措施。五是坚持推

进以矿山工程服务为主要发展方向，推动公司从单纯的民爆产品生产型向工程服务型企业转型，加快一体化战略布局。六是

公司积极开展海外业务，在纳米比亚成立公司，向海外市场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六是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不断缩小与国外

先进民爆企业的差距，公司成功推进与国际领先民爆企业澳瑞凯集团的合资合作，于2018年7月与澳瑞凯集团签署了框架合

作协议。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一如既往地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遵照各级监管部门的

监管要求，加强与股东、投资机构的沟通与联系，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和全年经营目标，积极应对，主动作为，推进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保持了生产安全经营稳定，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炸药 1,768,944,402.88 72,244,751.97 41.66% 8.70% 15.01% -3.20% 

爆破及工程

施工 
3,981,979,594.66 200,153,454.85 13.21% 13.40% 14.01% -0.4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完成发行股份购买三家标的公司股权（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100%股权，贵州开源爆破工程有限

公司94.75%股权，山东银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导致变化。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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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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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完成发行股份购买三家标的公司股权（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100%股权，贵州开源爆破工程有限

公司94.75%股权，山东银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100%股权）。三家标的企业纳入司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1,900 至 -1,0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96.8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是由于第一季度平均气温偏低，部分工程项目开工时间较晚，影

响民爆产品销售及工程施工进度。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安胜杰 

2019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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