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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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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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218,431.77 903,966,466.92 6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812,302.07 35,624,284.62 10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351,483.33 35,036,333.55 7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2,947,057.63 355,782,330.13 -21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9 0.0504 96.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9 0.0504 96.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 1.08%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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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7,623,541.00 10,397,425,435.41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55,682,301.61 5,279,858,111.5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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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6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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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8,210.1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365,0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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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6,730.73 
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及结

构性存款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7,183.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9,659.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57,682.25  

合计 11,460,81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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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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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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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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广东

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37% 152,673,329 11,473,686 质押 13,106,530 

郑炳旭 境内自然人 5.97% 44,758,400 33,568,800   

王永庆 境内自然人 4.96% 37,178,400 27,883,800   

郑明钗 境内自然人 4.90% 36,725,118 27,543,838 质押 6,400,000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18,205,673 0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18,205,673 0 质押 1,874,4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4% 10,791,971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1.29% 9,630,253 0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206,963 7,206,963   

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6,46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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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41,199,643 人民币普通股 141,19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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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8,20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673 

郑炳旭 11,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9,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791,971 人民币普通股 10,79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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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9,630,253 人民币普通股 9,630,253 

王永庆 9,2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9,294,600 

郑明钗 9,181,280 人民币普通股 9,181,280 

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465,419 人民币普通股 6,465,41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5,272,671 人民币普通股 5,272,6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广东环保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伊佩克环保、工程研究所以及广业环境建设合并持

有公司股份 199,819,173 股所有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6%，构成一致行动人。其

中，广东环保因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000,000

股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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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90,5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6%。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广东环保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于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 月通过证券交易所

平台共出借 7,000,000 股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导致其对公司直接持股数量

减少，但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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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16,135.80   45,008,865.91  222.19% 
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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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工程   27,144,658.14   17,390,333.20  56.09% 民爆板块新增雷管生产线导致在建工程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41,567.69   17,582,867.66  -64.50% 报告期内子公司结算设备款  

预收款项   1,650,453.42   492,937.50  234.82% 报告期内预收租赁款、仓管费等  

应付职工薪酬   73,402,145.14   143,571,264.39  -48.87% 报告期内发放了上年计提的年终绩效奖金  

应交税费   43,169,881.93   63,512,927.77  -32.03% 
报告期内缴纳了上年第四季度的企业所得税同时

计提了一季度的企业所得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500,000.00   32,720,000.00  -49.57% 报告期内偿还长期借款导致  

长期借款   2,125,059,057.82   1,226,991,013.75  73.19% 
报告期内因现金收购股权事宜增加了借款，同时

调整了债务结构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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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218,431.77   903,966,466.92  64.52% 
主要是各板块业务经营业绩良好尤其是矿服板块

业务规模扩大 

 其中：营业成本   1,236,203,333.46   741,016,057.72  66.83% 生产规模扩大导致成本增加   

    管理费用   62,330,955.80   42,953,098.27  45.11% 
上年度受疫情影响节约开支以及报告期内合并范

围新增子公司导致 

    财务费用   19,030,419.90   13,141,292.73  44.81% 报告期内增加借款导致财务费用增长 

  加：其他收益   5,064,849.10   2,196,019.73  130.64% 
报告期内矿服板块收到的研发补助以及政府补助

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8,253,786.45   -135,325.91  -6199.19% 报告期内矿服板块及军工板块联营企业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1,947,787.00   -10,676,088.98  105.58% 报告期应收账款计提相应预期信用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104,085,119.99   51,112,103.90  103.64% 随着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公司矿服、民爆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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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务装备三大板块业务经营情况良好，业绩较上年

同期明显上升。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5,257,254.89   50,257,400.06  109.44% 同上 

   减：所得税费用   15,017,643.40   5,904,645.34  154.34% 利润提升所得税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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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47,057.63   355,782,330.13  -210.45% 

主要是矿服业务在第一季度支付给供应商的材

料款、设备款等款项较上年增加；军工业务受

客户计划影响尚未开始结算。预计二季度各业

务板块将有所改善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42,074.71   -245,248,068.98  -104.83%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回到期的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9,581,244.95   -70,890,102.31  -1284.34% 
主要是报告期内因现金收购吉安化工股权需

要，借款增加导致筹资净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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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1月，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明华机械有限公司自行投资、自主研制的JK系列某产品在某靶场顺利完成无人机挂飞

实验，飞行各项技术指标符合大纲要求，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2、2021年3月，因25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所在经营单位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能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公司回

购注销上述人员共计681,269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述股票已于2021年3月10日完成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750,093,456股变更为749,412,187股。 

3、2021年3月，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内蒙古吉安化工46.1746%股权的议案》。

公司现金出资646,637,161元收购吉安化工原股东刘玉文等10名自然人43.1091%股权；并拟通过竞拍方式取得赤峰平煤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3.0655%股权股权，预计金额不超过45,982,239元，上述收购股权行为合计出资69,261.94万元。吉安化工现拥

有产能8.5万吨，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合并产能由33万吨提升至41.5万吨，位居全国前三。2021年3月22日，公司收购吉

安化工自然人股东43.1091%股权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JK 系列某产品在某靶场顺利完成无人机

挂飞实验 
2021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宏大

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JK 系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 2021 年 03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宏大

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7） 

收购内蒙古吉安化工 46.1746%股权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宏大

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内蒙古吉安化工 46.1746%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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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年1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内，因25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未能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100%，未能全额解除限售，公

司需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共计681,269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已于2021年3月10日办理完成上述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手续，上述股票已于2021年3月10日完成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750,093,456股变更为749,412,18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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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6,753.29 本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2,328.9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1,692.0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项目使用状

态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否 147,139.39 147,139.39 4,968.18 14,331.30 9.74% 正在使用中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9,613.90 29,613.90 17,360.76 27,360.76 92.39% 正在使用中 否 

合计 176,753.29 176,753.29 22,328.94 41,6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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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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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20,010 0 

合计 1,010 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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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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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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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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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3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光大证券、东吴证券、

长盛基金、富国基金、

华夏基金等共计 67 人 

公司董事长郑炳旭先生及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赵国文先生参与

了本次会议，介绍了公司基本情

况、公司年度业绩预告情况。 

2021 年 2 月 1 日深交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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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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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阿尔法、国联安基

金、华泰证券、东吴证

券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赵国

文先生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公司

目前三大业务板块以及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2021 年规划。 

2021 年 4 月 1 日深交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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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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