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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0-060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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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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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奥博 股票代码 00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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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玲 喻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63 号高新区联合总

部大厦 33 楼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

大厦 33 楼 

电话 0755-26970939 0755-26970939 

电子信箱 ir@kingexplorer.com ir@kingexplor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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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67,461,408.19 188,352,094.86 188,352,094.86 4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393,040.37 32,819,644.56 32,819,644.56 2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0,876,584.76 26,440,229.00 26,440,229.00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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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59,837.53 -23,105,564.54 -23,105,564.54 11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5 0.1814 0.1210 2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5 0.1814 0.1210 2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4.92% 4.92% 0.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149,586,670.40 891,785,570.30 891,785,570.30 2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6,122,265.77 703,263,828.00 703,263,828.00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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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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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刚 境内自然人 29.99% 81,388,800 81,388,800   

四川雅化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0% 51,840,000 51,840,000 质押 51,840,000 

明景谷 境内自然人 12.04% 32,659,200 32,659,200   

深圳市奥博合

利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8% 12,960,000 12,960,000   

深圳市奥博合

鑫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5% 6,912,000 6,912,000   

深圳市奥博合

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9% 4,320,000 4,320,000   

北京航天科工

军民融合科技

成果转化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3% 2,242,940 0   

原晋东 境内自然人 0.23% 632,800 0   

杜爱芝 境内自然人 0.21% 567,820 0   

原卫东 境内自然人 0.15% 408,3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明景谷、明刚为父子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深圳市奥博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奥博合鑫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实际控制人明景谷、明刚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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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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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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公司及时制定了疫情防控实施方案，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

前提下，全力组织复工复产，积极有序地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有效推进项目执行，尽可能地降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

营的影响。公司管理团队根据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紧密围绕“民爆一体化、精细化工、智能制造、金奥博智慧

云”四大业务板块进行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扩大公司业务，加快研发进度和成果转化，在优势业务板块进一步提升各项核

心竞争力、巩固优势地位；加强精细化管理，实现公司整体资源的高效配置，保持资产运营效率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26,746.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139.3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12%。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14,958.67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2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3,612.23万元，较上年度末增长4.67%。  

（二）经营情况回顾 

1、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智能装备技术优势和生产领域资源的深度融合，促进公司产业链的有效延伸，公司成

功收购山东圣世达99.8131%股权，已于2020年3月下旬办理完成相关交割手续，山东圣世达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拥有年

生产许可能力为乳化炸药（胶状）10000吨、水胶炸药8000吨、导爆管雷管2000万发、电雷管1950万发、电子雷管250万发和

塑料导爆管2000万米，于2020年4月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JWL-DHS系列电缸活塞式容积泵”和“JWL-BCZH型

现场混装多功能(重铵油)炸药车及设备系统”两项科研项目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分别被认定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先

进水平，充分体现了行业技术专家对公司的自主研发及持续创新能力的认可，对公司推广科技成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金源恒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雷管自动化装配工艺技术及装备”项目获得

发明专利，发明名称：导爆管雷管自动装配流水线及装配方法，专利号：ZL201710900140.8，该发明专利改变了传统导爆管

雷管的生产模式，整个过程无需人工操作，实现了群发（10发）导爆管自动绕线、定长分切、封尾、贴标后与基础雷管直接

群发（10发）卡口装配、编码、自动脱模收集、自动装袋封口，大幅降低了导爆管雷管生产运行成本，提高了导爆管雷管生

产智能化和本质安全水平。 

4、报告期内，公司和广东宏大韶化民爆有限公司在韶关联合组织召开了“JWL-BP型粉状炸药大袋装药包装机”安全评估

会议，经专家现场考核，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安全评估。该设备可用于粉状炸药（含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的大袋装药包装，

实现了无固定操作人员作业，能实现自动取袋、开袋、套袋、物料充填、自动撑袋、袋口夹持、自动折边、缝袋和输送等功

能，有效地提高了包装效率。 

5、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圣世达再次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控股子公司金奥银雅被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6、报告期内，公司获得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和ISO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两项管理体系认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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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涵盖工业炸药自动化生产线及工艺设备的研发、设计、安装、调试和相关技术服务及相关管理活动，标志着公司的综合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7、报告期内，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资源及其投资管理优势，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参与投资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起设立的上海斐昱歆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基金。该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8、公司持续加强互联网和信息平台建设，通过建设生产过程可视化和信息化系统，完善工程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

测维修标准体系，采用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加快对民爆器材生产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改造。 

9、立足“1+N”和区域经理服务模式，对国内140多条生产线实现全覆盖和跟踪，以服务质量求发展，切实提高客户响应

速度和满意度。 

公司将继续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运作，继续坚持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双轮驱动的战略，遴选优质企业及项目，把握

国家行业整合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本的战略合作，实现资本和经营的有机高效整合，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提

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切实优化投资者回报，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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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

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本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并将依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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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本公司新设立四川金奥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及开户手续。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668万

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80%，金奥博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20年1月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2020年2月26日，本公司与山东圣世达股东及其管理层签署了《关于山东圣世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通过现金方式以人民币16,968.227万元购买山东圣世达99.8131%股权。2020年3月下旬，山东圣世达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20年4月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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