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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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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建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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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937,971,378.84

807,724,641.15

1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575,473,777.19

545,872,804.97

5.42%

股本（股）

264,400,200.00

132,200,100.00

100%

2.18

4.13

-4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135,196,207.57

-20.93%

404,943,807.48

-15.37%

11,138,575.43

-61.01%

52,702,281.60

-2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29,430,565.73

493.6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11

28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81.82%

0.2

-6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81.82%

0.2

-6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

-3.87%

9.37%

-5.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3.66%

7.74%

-6.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99,9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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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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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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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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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00,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6,106.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21,906.21

所得税影响额

-1,890,841.04

合计

9,203,279.23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1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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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79,7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700,200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4,915,232 人民币普通股

4,915,232

中国银行－华泰柏瑞积极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28,173 人民币普通股

2,528,173

彭太平

1,935,743 人民币普通股

1,935,74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710,392 人民币普通股

1,710,392

叶丽娅

1,595,138 人民币普通股

1,595,138

湖南中人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1,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0,000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菱信消费
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有限公司

1,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

查根楼

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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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而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2、应收票据比期初下降55.4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承兑汇票结算减少。
3、应收帐款比期初增长249.51%，主要原因是民爆产品销售的特点和惯例，公司应收账款在年末会大幅下降。
4、预付账款比期初增长68.00%，主要是预付的工程款。
5、其他应收帐款比期初增长19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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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4%，主要是投资入股新疆雪峰民爆6500万元，出资鸿欣达物流600万元，收购神斧民
爆少数股东股权8435.65万元。
7、在建工程比期初增长55.92%，主要是祁东乳化技改工程及7320子公司、旺达民爆子公司仓库建设。
8、短期借款比期初增长61.11%，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增加，导致补充流动资金的短期贷款增加。
9、应付票据比期初下降100%，主要是报告期内承兑汇票到期结算所致。
10、应付账款比期初增长30.37%，主要是报告期内存货增加。
11、预收账款比期初下降53.53%，主要是销售收入下降，导致预收货款减少。
12、股本比期初增长100%，是根据2011年股东会决议，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 ，合计送红股132,200,100股。
13、专项储备比期初下降90.81%，主要是报告期内安全整改投入较多。
14、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197.27%，主要是短期贷款增加，导致利息增加。
15、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长186.13%，主要是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增加，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16、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556.16%，主要是收到祁东县政府企业扶持资金1000万元。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493.61%，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下降146.58%，主要是本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685.46%，主要是本期公司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3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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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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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2年度与衡阳宏泰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6000吨膨化硝铵炸药销售合同，其中1-9月销售膨化硝铵炸药
3936吨，完成合同额的65.6%（2）2012年度与郴州市发安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5300吨膨化硝铵炸药，其中1-9月销
售膨化硝铵炸药3544吨，完成合同额的66.9%。（3）2012年度与怀化市物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了4800吨乳化炸药销售
合同，其中1-9月销售乳化炸药3097吨，完成合同额的64.5%。（4）2012年度与株洲震春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了6000
吨膨化硝铵炸药销售合同，其中1-9月销售膨化硝铵炸药3840吨，完成合同额的64%。（5）2012年度与郴州市发安民爆器材
专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2780吨改性铵油炸药销售合同，其中1-9月销售改性铵油炸药1861吨，完成合同额的66.9%。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2012 年 6 月 26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拟向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神斧民爆 95.1%股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将持有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具体详见本公司在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上披露的《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2012 年 9 月 1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22 次工作会议有
条件审核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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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湖南省南岭化
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不从事与本公司经营范围同类型的经
2006 年 12 月 22
长期有效
营活动，也不与本公司发生任何同业竞
日
争。

严格履行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湖南新天地
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为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损害本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实际控制
人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湖南南岭
2012 年 06 月 27
长期有效
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同业
日
竞争的承诺函》和《关于减少和规范与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报告期内，
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严

严格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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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遵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的行为。2、为实现湖南省
国有民爆资源的有效整合，进一步提升
在民爆行业内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公司拟向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
公司 10 名股东发行股份购买神斧民爆
10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神斧民爆 95.10%
股权。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向公司出具
了《关于保持南岭民爆“五独立”的承
诺函》
。报告期内，湖南新天地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保持公
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机构独
立。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承诺。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

至

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6,616

至

9,451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94,511,247.19
受宏观经济影响，产品销量下降。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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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本报告期内没有接待投资者来公司实地调研、书面问询等活动。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建华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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