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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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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Jean-Marc� Dublanc、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Jean-Marc� Dublanc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昀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724,991,184 21,453,362,349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559,745,748 13,602,423,751 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6,150,314 (22,464,050) 1,5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732,969,498 3,013,914,234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5,968,769 351,812,300 -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6,964,466 346,636,354 -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17 2.65 减少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3 -1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347,875

主要为南京工厂土地使用权返还及产业结构

调整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9,9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1,348)

所得税影响额 (1,368,881)

合计 3,067,63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80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389,387,160 89.09% 0 冻结 1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94,697 0.51% 0 无 0 未知

江苏聚合创意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6,607,000 0.25% 0 无 0 未知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6,563,822 0.24% 0 质押 6,560,000 未知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185,185 0.19% 0 无 0 未知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

3,737,262 0.14% 0 无 0 国有法人

何怡 3,300,000 0.12% 0 无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53,066 0.12%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967,711 0.11% 0 无 0 未知

刘家钰 2,211,606 0.08%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89,387,160 人民币普通股 2,389,387,16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94,697 人民币普通股 13,794,697

江苏聚合创意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6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7,000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6,563,822 人民币普通股 6,563,822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185,185 人民币普通股 5,185,185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737,262 人民币普通股 3,737,262

何怡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53,066 人民币普通股 3,253,06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67,711 人民币普通股 2,967,711

刘家钰 2,211,606 人民币普通股 2,211,6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持

有3,737,262股）同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之子公司；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31/03/2019 31/12/2018

变动金额

（人民币）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1,444,094 6,772,220 (5,328,126) -79%

因欧元/美元套期保

值产生变动

衍生金融负债 22,924,042 67,384,765 (44,460,723) -66%

因欧元/美元套期保

值产生变动

应交税费 372,884,761 207,006,243 165,878,518 80% 预提税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260,483,696 480,809,430 (220,325,734) -46%

支付欧洲扩建项目

相关开支

其他综合收益 (727,064,681) (455,324,355) (271,740,326) -60% 欧元/美元汇率影响

利润表项目

1/01/2019-

31/03/2019

1/01/2018-

31/03/2018

变动金额

（人民币）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13,894,502) (1,069,536) (12,824,966) 1199%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增加及长期激励奖

金的公允价值变动

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928,238) 2,123,614 (13,051,852) -615% 存货跌价损失转回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36,871) (3,703,552) 3,266,681 -88%

因欧元/美元套期保

值产生变动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0 40,194 (40,194) -100%

本期未发生资产处

置

其他收益 3,347,875 10,147,954 (6,800,079) -67%

上期包含南京工厂

收到产业扶持基金

680万元人民币

营业外收入 1,924,488 112,363 1,812,125 1613%

各项目杂项收入的

增加

营业外支出 294,498 1,623,143 (1,328,645) -82%

各项目杂项费用的

增加

所得税费用 130,596,447 187,292,545 (56,696,098) -30% 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320,181,718) (78,217,290) (241,964,428) 309%

欧元/人民币汇率影

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

1/01/2019-

31/03/2019

1/01/2018-

31/03/2018

变动金额

（人民币）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6,150,314 (22,464,050) 338,614,364 -1507%

收购Nutriad在去年

同期带来的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9,745,155) (1,470,969,267) 1,071,224,112 -73%

投资减少，上期为现

金收购Nutriad公司

股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8,575,498) (597,538,923) 118,963,425 -20%

本期赎回优先股7,

000万美元， 而去年

同期赎回8,000万美

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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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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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Jean-Marc�Dublanc

日期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

2019-015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蓝星

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公司3名独立董

事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郝志刚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准则变更》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短期激励计划》的议案

关联董事Jean� Marc� Dublanc和顾登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已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编号：

2019-016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蓝星大厦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19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 （其中潘勇以通讯方式参

加）。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蓝星安迪苏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王岩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监事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订）第68条规定和《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的有关

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

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公告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准则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短期激励计划》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

2019-017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财政部相继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鉴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及修订，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

行变更调整。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5月2日，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或境外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其余未变更或者未到执行日期的仍执

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四)�变更日期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 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

性；

2、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

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 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会计处理。 企业可选择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得撤销，且在处置

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 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5、 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比较数据。 因此，公司将于2019年

初变更会计政策，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2018年可

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三、 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 监事会对会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 备查文件

(一)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议案的独立意

见；

(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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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 或“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一季度

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营业收入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营养及健康

行业

2,732,969,498 1,733,514,645 999,454,853 37% -9% -3%

减少4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功能性产品

2,001,267,

650

1,359,191,553 32% -14% -5% 减少6个百分点

特种产品 569,246,840 274,682,656 52% 5% 3% 增加1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162,455,008 99,640,436 39% 4% 6% 减少1个百分点

合计

2,732,969,

498

1,733,514,645 37% -9% -3% 减少4个百分点

各类产品销售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与2018年一季度相比 销量因素 价格因素 汇率折算因素

功能性产品 19,390,697 (357,574,112) 24,241,836

特种产品 17,299,670 2,705,994 7,375,417

2019年第一季度收入为人民币27.3亿元，毛利润为人民币10亿元，由于2018年第一季

度受惠于当时极其高位的维生素价格和相对高位的蛋氨酸价格而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表

现，2019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和毛利同比分别下降了9％和18％。

2019年第一季度毛利率水平达到了37％，相比2018年第四季度增长了1个百分点。 归

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亿元，较2018年第四季度增加37％。 这主要得益于液体蛋氨

酸销量的持续增长，维生素A的显著贡献，特种产品毛利润17%的按季环比增长以及运营

效率提升计划的稳步实施。

功能性产品

关于蛋氨酸业务，随着欧洲蛋氨酸工厂5万吨扩产项目（极地项目）在2018年顺利完

工，安迪苏在蛋氨酸行业的领先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 新增产能已于2019年年初开始投向

市场。。

年产能18万吨的南京液体蛋氨酸工厂二期项目进展顺利。 安迪苏在建造过程中采取

一切可行措施来确保安全第一，满足环保要求并为更加严格的环保政策提前做好准备。

维生素市场正在逐渐回归正常，而维生素价格仍然维持在相对高位。 安迪苏正按计划

积极推进维生素A中间体采购的长期战略合作项目， 确保重要中间体在未来获得稳定供

应。

特种产品

尽管美国奶业危机还未结束，特种产品业务的毛利仍然同比增长7%、环比增长17%至

人民币2.9亿元，占公司总体毛利的29%。 毛利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与纽蔼迪

充分整合的协同效益、持续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以及喜利硒同比达到27%的强劲销售增长。

除了内部研发，安迪苏还借助风险投资来加速发展其创新能力。 由安迪苏作为基石投

资者的AVF专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将完成其第三笔投资。 投资标的是一家利用自然衍

生的产品和技术实现动物蛋白生产系统中昆虫和寄生虫防控的公司。 这项创新可以帮助

农民在生产动物蛋白的过程中无需使用抗生素或农药，进而守护一个更健康的食物链。

二、 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定价策略及价格变动情况

安迪苏的定价策略在全球、区域及国家三个层面上实施。 全球定价策略由全球业务总

监制定， 而各区域业务经理的职责就是根据该区域具体市场情况及区域内各国的竞争环

境调整并应用全球定价策略。

通过对于定价策略的适时评估和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安迪苏与关键客户以最合适的价

格签订合同，从而抓住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遇。 安迪苏各项业务中很大一部分的合同是按

季度定价的。

历史上蛋氨酸的价格波动一般受外因如自然灾害或动物疾病爆发以及行业竞争等因

素影响。

行业内部竞争行为、 扩张产能消息的公布以及新竞争者的加入等因素也会影响供需

平衡。

维生素的定价环境主要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维生素A与维生素E产品主要应用领

域是动物饲料。 然而，维生素E也会受到人类食品、药品及化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

安迪苏产品的定价基本与市场价格情况一致，各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可能的情况

下，安迪苏的定价中也会包含一定的溢价，以反映安迪苏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价值。

主要原材料的基本情况

原材料 采购模式 采购金额 与2018年同期相比价格变动 价格波动对营业成本的影响

丙烯 95% 长期合约 239,005,653 -1% 增加公司运营成本

甲醇 长期合约 255,166,113 0% 增加公司运营成本

硫 长期合约 215,801,051 16% 增加公司运营成本

三、 其它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无。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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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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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000,419.70 692,910,996.68 4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69,236.67 8,969,582.02 22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7,342,639.12 7,122,182.41 28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6,153,518.15 63,392,748.58 -25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4 0.0128 223.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4 0.0128 22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0.3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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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6,344,221.05 6,633,923,214.76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92,806,743.22 3,067,384,257.2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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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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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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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976.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328.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8,363.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11,501.03

合计 1,926,59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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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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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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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81,818 质押 22,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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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资管－

中国银行－广发

恒定7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11,684,573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五组合

其他 1.49% 10,512,711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1.27% 8,972,720 0

傅重阳 境内自然人 1.25% 8,82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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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资管－中国银行－广发恒

定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684,573 人民币普通股 11,684,573

郑炳旭 11,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9,6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10,512,711 人民币普通股 10,512,711

王永庆 10,2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4,600

王世忱 8,972,720 人民币普通股 8,972,720

傅重阳 8,822,965 人民币普通股 8,822,965

黄晓祥 8,559,100 人民币普通股 8,55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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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业合并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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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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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34,471.09 50,435,920.19 80.89%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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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349,173,911.18 249,987,635.47 39.68%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HD-1等军工项目的技术开

发投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21,530.92 5,037,�314.83 -63.84% 主要为子公司对外支付了开发支出款项及设备款

应付职工薪酬 53,639,165.79 90,617,561.54 -40.81% 报告期内发放了上年计提的年终绩效奖金

应交税费 27,260,079.82 51,819,719.15 -47.39% 报告期内子公司应缴的所得税减少

递延收益 4,987,034.96 2,482,408.24 100.90% 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技改等政府补助

专项储备 8,845,345.93 12,692,096.62 -30.31% 报告期内子公司加大了对安全费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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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000,419.70 692,910,996.68 44.17%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06亿元，

增幅44.17%，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调整营销策略，优化业主

结构，提升资产质量，促使公司矿服板块收入显著增长

营业成本 827,658,348.92 573,365,594.62 44.35%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2.54亿元，

增幅为44.35%，与收入的变动幅度相近，主要是公司的业务

规模扩大，由业务收入增加引起的营业成本相应上升

税金及附加 4,969,576.39 2,755,515.96 80.35% 报告期内矿服子公司加快结算进度，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1,856.76 -6,862,596.91 -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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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收益 3,745,365.96 2,213,032.75 69.24% 主要为报告期内民爆企业联营公司分红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3,429.92 1,263.78 -371.40% 主要为子公司新华都处理部分使用价值不高的设备

其他收益 2,012,059.42 106,178.78 1794.97% 报告期内子公司国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营业利润 45,286,171.73 14,035,577.39 222.65% 报告期内公司矿服板块业绩较上年显著增长

营业外收入 67,667.98 132,157.32 -48.80% 报告期内处置废品收到的款项较上年同期减少

利润总额 45,336,028.36 14,153,068.17 220.33% 报告期内公司矿服板块业绩较上年显著增长

所得税费用 8,915,000.26 4,969,264.97 79.40% 同上

净利润 36,421,028.10 9,183,803.20 296.58% 同上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29,269,236.67 8,969,582.02 226.32% 同上

少数股东损益 7,151,791.43 214,221.18 3238.5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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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53,518.15 63,392,748.58 -251.68%

报告期内，公司矿服业务规模扩大，占用资金增

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7,168,094.38 -131,124,155.29 119.00%

报告期内， 公司用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的金额增加；且随着矿服子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增加了设备采购款的投入， 导致投资活动现金

流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1,268,503.60 33,878,486.16 464.57%

报告期内公司扩大了融资规模， 用于满足经营

需求及置换到期贷款， 融资规模增加导致筹资

活动现金流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579,810,969.33 442,982,215.60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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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业集团” ）发来的股东大会提案《关于调整监事人选的函》，广业集团提名林洁女

士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2019年3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到股东提案并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

议。 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同意选举林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天，公司召开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林洁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7日、2019年3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19-0042019-0052019-0072019-00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变更监事 2019年03月23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变更监事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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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郑明钗；厦门鑫祥

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傅重阳;陈

海明；娄底市涟新

建材商贸行（有限

合伙）

股份限售承

诺

1、就郑明钗认购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行的股份，仅在下述条件全部得

到满足的前提下可转让或上市交易：i）该等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个月；ii） 新华都工程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

议》所约定的累积预测净利润，或郑明钗已全部履行其在《新华都工程盈

利补偿协议》项下的股份和现金补偿义务。 2、就鑫祥景、傅重阳、陈海明认

购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行的股份，在标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满12个月的前提下，可按下述约定转让或上市交易：i）新华都工程2016年

度累积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2016年度累

积预测净利润， 或该交易对方已全部履行其在 《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

议》项下的与新华都工程2016年度业绩承诺相关的股份和现金补偿义务，

则傅重阳所持占新华都工程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总和10%的

股份、陈海明所持占新华都工程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总和15%

的股份可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ii） 新华都工程2017年度期末累积实现净

利润不低于《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截至2017年度期末累积预

测净利润，或该交易对方已全部履行其在《新华都工程盈利补偿协议》项

下与新华都工程2016年度、2017年度业绩承诺相关的股份和现金补偿义

务， 则傅重阳所持占新华都工程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总和

11.17%的股份、陈海明所持占新华都工程全体股东在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

总和5.36%的股份和鑫祥景于本次交易所认购全部股份可进行转让或上市

交易。 3、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宏大爆破股份，涟新建材承诺，自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涟新建材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应向上市

公司提供现金作为履行盈利预测补偿义务的担保。涟新建材应于锁定期届

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提供履约担保金1,454万元， 上市公司

应于涟新建材关于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盈利预测补偿义务均履行完毕后

十个工作日内向涟新建材返还该笔履约担保金。若涟新建材不能按约定向

上市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朱有初等十一人应按照约定比例就提供履约担

保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市公司可直接要求朱有初等十一人按照约定提

供履约担保金。

2016年06

月21日

36个月

正 常 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广东省广业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已

更名为“广东省广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李战军;王

永庆;肖梅;郑炳

旭

关于同业竞

争、 关联交

易、 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广业公司、郑炳旭、王永庆向公司出具了《不同业

竞争承诺函》。 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了

《承诺函》，对公司承诺，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

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

公司同类的业务。

2012年06

月12日

长期

正 在 履

行中

广东省广业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已

更名为“广东省广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王永庆;郑

炳旭

土地租赁承

诺

土地租赁承诺：不单独或联合其他股东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交关于购买

租赁土地的提案，也不得在股东大会上对购买租赁土地议案投赞成票。

2016年06

月12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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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9-021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

于2019年4月19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郑炳旭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9-022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9年4月19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

15:00在公司天盈广场东塔37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

由林洁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9-023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执行

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

案》，公司根据财政部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文件要求变更有关的会计政策。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会计变更的原因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5月2日， 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统称“新金融准则”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 日起执行新金融

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变更日期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

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及影响

（一）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

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二）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 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

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 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

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

当期损益。

（三）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

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四）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五）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

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在2019年开始按照2017年修订的金融

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

司2019年度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

及所有者权益，也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

会同意本次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

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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