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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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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陈光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小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补天沅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9.30

增减幅度（%）

2010.12.31

总资产（元）

737,325,544.76

706,504,019.11

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29,958,000.04

477,062,664.09

11.09%

股本（股）

132,200,100.00

132,200,100.00

0.00%

4.01

3.61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70,983,439.15

12.18%

478,514,289.78

1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570,895.35

-20.61%

74,616,795.43

-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7,477,122.36

-109.6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06

-11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18.52%

0.56

-5.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18.52%

0.56

-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3.12%

14.65%

-3.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69%

-0.84%

14.41%

-1.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68,0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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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4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0,7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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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190,437.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5,524.22
合计

1,227,263.31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9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种类

89,850,1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143,71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77,434 人民币普通股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08,9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1,432,74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尊享权益
积极策略 3 号

1,163,85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27,485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红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彭太平

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21,558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比期初下降 45.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性支付的现金较多，其次是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而同时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比期初增长 154.0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货款结算较多采用承兑汇票结算所致。
3、应收帐款比期初增长 404.06%，主要原因一是铁路重点工程结算时间较长，影响公司货款的及时回收；二是民爆产品销售
有一定的季节性，随着四季度销售旺季到来，公司的应收帐款一般在年末会有大幅的下降。
4、预付账款比期初增长 93.08%，主要原因是主要原材料紧张而预付的原材料款，其次是预付项目建设工程款所致。
5、其他应收帐款比期初增长 457.4%，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备用金管理制度，采取年初预算借支备用金，年末平帐备用金所
致。
6、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比期初增长 59.41%，主要原因是公司认缴合资公司湖南南岭澳瑞凯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额所致。
7、无形资产比期初增长 38.65%，主要是平江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8、应付票据比期初下降 77.1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对原材料供应厂家较少采用承兑汇票结算所致。
9、应交税费比期初下降 129.9%，主要是 2010 年底实现的税收在今年年初缴纳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下降 96.07%，主要系上年同期汨罗分公司乳胶生产线停产相应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1、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 82.36%，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平江县政府补贴给公司平江技改项目的企业发展资金。
12、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下降 95.43%，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赔偿了株洲塌桥事故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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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得税比上年同期下降 44.04%，主要系根据湘科高办字[2011]74 号，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根据双牌税务批复，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享受所得税税率减免 10%。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109.60%，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所支付的现金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
增加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81.33%，主要是本期公司偿还债务和分配股利同比减少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0 年 12 月， 公司与省内外用户签订了 “2011 年度民爆器材产品销售合同”
。其中，2011 年度重大销售合同签署及
2011 年前 3 季度履行情况为：
（1）2011 年度与郴州市发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5600 吨膨化硝铵炸药，其中前 3 季度销售膨化硝铵炸药 3772
吨，完成合同额的 67.36%。
（2）2011 年度与衡阳市宏泰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7500 吨膨化硝铵炸药，其中前 3 季度销售膨化硝铵炸药 5769
吨，完成合同额的 76.92%。
（3）2011 年度与怀化市物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了 5000 吨乳化炸药销售合同，其中前 3 季度销售膨化硝铵炸药 3355 吨，
完成合同额的 67.10%。
（4）2011 年度与珠洲震春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了 3500 吨膨化硝铵炸药，其中前 3 季度销售膨化硝铵炸药 2724 吨，完
成合同额的 77.8%。
（5）2011 年度与永州市旺达民爆器材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 3300 吨改性铵油炸药合同，其中前 3 季度销售改性铵油炸药 2234
吨，完成合同额的 67.7%。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即从 2011 年 9 月初开始，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9 月 5 日起停牌。并按照有关规则要
求对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9 月 19 日、9 月 23 日和 9 月 30 日
在巨潮网及《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度的预计范围
幅度为：

-10.0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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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无重大变动。

117,970,749.22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采访等活动情况。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光正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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