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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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大爆破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8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国文

郑少娟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 号之三（C3 栋）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 号之三（C3 栋）
天盈广场东塔 37 层
天盈广场东塔 37 层

电话

020-38092888

020-38092888

电子信箱

hdbp@hdbp.com

hdbp@hd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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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641,187,336.54

2,438,998,112.10

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667,381.30

136,622,224.65

2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5,349,200.00

130,591,467.45

2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8,002,910.26

290,374,877.91

23.29%

0.2428

0.1932

2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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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28

0.1932

25.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4.51%

0.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8,282,394,263.25

7,735,084,868.41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23,208,086.13

3,284,879,202.85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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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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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郑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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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

148,199,643

0

境内自然人

6.33%

44,758,400

33,568,800

郑明钗

境内自然人

5.40%

38,181,818

28,636,363 质押

王永庆

境内自然人

5.26%

37,178,400

30,88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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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1.82%

12,862,01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11,837,008

0

刘玮巍

境内自然人

1.53%

10,833,765

0

1.39%

9,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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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基金（LOF）

数量

10,000,000

1,87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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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建设合并持有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司股份 188,345,4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4%，构成一致行动人；2、郑明钗与厦门鑫祥
的说明
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44,647,2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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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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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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布局了矿山工程服务、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与销售、防务装备三大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民爆器材产品（含现场混装）、
矿山基建剥离、矿井建设、整体爆破方案设计、爆破开采、矿物分装与运输等垂直化系列服务，同时研发并销售导弹武器系
统、智能弹药装备及单兵作战装备等产品，形成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秉承“崇德崇新、向上向善，艰苦奋斗、
共创共赢，客户第一、价值至上”的企业价值观，经过多年的专业经营及产业布局转型升级，公司成功打造了以爆破技术为
核心的“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模式，是我国整体爆破方案设计能力最强、爆破技术最先进、服务内容最齐全的矿山民爆一体
化服务商之一。此外，公司以明华公司为实施平台，升级和拓展系列化产品，孵化多个前瞻性军工项目研发平台，在防务装
备领域取得了战略性突破。
（1）矿山工程服务
近年来矿服板块业绩增长显著，主要原因是矿业行业趋于集中，公司秉承“大客户，大项目”的战略，重点项目产值及项
目毛利完成较好，且公司重点梳理并加大三项资产清收工作，加强了应收款的回收力度，账款回收情况良好。为统筹矿服业
务，整合优质资源，公司矿服板块正在进行内部整合，公司逐步将公司矿服板块企业的股权注入至宏大工程集团，通过内部
整合（品牌、资源的整合）及市场开拓，迅速提升集团整体实力和品牌影响力；通过集团管控模式，进一步提升细分市场子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17.68亿元，用于矿山工程机械设备购置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目前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若能够成功发行，将有助于公司矿服板块的发展，并通过释放了一部分自有资金和
银行贷款，反哺了军工板块和民爆业务的扩张和发展，促进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共同发展。
（2）民爆器材生产与销售
民爆板块是公司另一个传统业务，是公司矿山工程服务的上游环节，现金流好，毛利率较高，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和优质的利润，且业务回款情况优秀，是公司盈利能力最强的一个业务板块。近年来，公司通过行业整合获得了民爆业务的
明显增长。公司目前完成广东省内8家民爆器材生产企业中7家的整合工作，并以民爆集团为平台，将公司持有的各家从事民
爆器材生产、民爆器材销售企业的股权注入至民爆集团，从而整合各民爆生产、流通企业资源，通过多方资源共享，有效降
低管理成本。当前公司持有的在证炸药产能合计26.6万吨，其中广东省内合计持有产能13.4万吨；广东省外合计产能13.2万
吨。2020年上半年，公司工业炸药产能释放良好。
（3）防务装备
防务装备业务板块是公司的战略转型重点板块，以子公司明华公司为核心，围绕HD-1项目所布局的多平台、多系列业务
发展模式已初见成效。子公司明华公司是国内14家重点保军的地方军工企业之一，也是广东省唯一一家保军企业，拥有军工
“三证”，是业界资质最健全、资质等级最高的省属军工企业。公司防务装备板块有两大市场，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国内市
场产品布局包含传统弹药产品、智能弹药产品、单兵智能装备及其他产品。2020年1月，明华公司签署了3.58亿元的重要订
单，今年上半年公司传统防务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提升明显，增长142.12%；实现净利润3,073.58万元，较上年同期537.31
万元，增幅472.03%。国际市场产品目前主要为公司自主研制的HD-1及JK项目。目前，该两项目均获得国家有关部委出口立
项批复，项目的科研试验、生产建设、市场推广、商务洽谈等各项工作均在稳步推进。
2、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2020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经济形势更趋复杂，市场环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公司上下员工力克困难，随
着二季度各个板块全面的复工复产，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实现增长。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41亿元，较
上年同期24.39亿元，同比上升8.2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72亿元，较上年同期1.37亿元，同比增长25.65%。
报告期内，公司矿服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9.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7%，主要原因是受疫情的影响，各个项目延
期开工或停工，各地招标工作也延迟，随着疫情得到控制，项目逐步开工，收入稳步增长。
民爆板块实现营业收入5.07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2.10%，主要原因是由于春节及疫情影响，民爆生产企业节后复产较
往年有所推迟，一季度各民爆子公司的销售受不同程度影响。但是，目前民爆产品销售已平稳改善，预计随着各地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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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场工地恢复正常，以及公司采取了有效措施，民爆生产企业的炸药销售量将持续增长。
防务装备板块今年增长迅速，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5亿元，较上年8,041.15万元增幅142.12%；实现净利润
3,073.58万元，较上年同期537.31万元，增幅472.03%。本报告期内收入及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传统防务装备产品
订单量有所增加。此外，由于公司生产量增加摊薄了固定成本，产品毛利率也有所提高，因此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641,187,336.54

2,438,998,112.10

8.29% 主要原因为防务装备板块订单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
长。

营业成本

2,109,388,254.75

1,967,471,053.97

7.21% 变化幅度与收入变化幅度相近，主要是业务规模扩
大导致成本有所上升。

销售费用

28,145,509.71

31,948,577.01

-11.90%

管理费用

94,394,759.03

115,602,957.96

-18.35%

财务费用

27,206,173.90

43,256,815.43

所得税费用

34,583,396.30

27,233,667.29

研发投入

163,138,723.34

233,791,06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8,002,910.26

290,374,877.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5,582,762.79

-384,739,883.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4,237,063.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36,657,211.32

-37.1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融资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
降低。
26.99% 主要原因是公司可弥补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转
回。
-30.22% 主要原因是HD-1项目研制进入后期阶段，本报告期
内的开发支出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23.29%
-43.9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投资支出减少。

8,095,038.12 3,534.7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融资规模增加。
-86,269,967.62 -606.15%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融资金额增加，货币资金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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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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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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