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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9-22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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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9年 4月 18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68号），现将回复

内容公告如下： 

1、2018 年，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1.77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00 亿元，同比减少 156.81%，请

说明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的原因，并说明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的原因 

为加强区域销售市场控制，公司针对信用好的优质客户给予了一定账期，导

致公司收款较上年有所下降；同时，为承接新的工程项目，子公司保利新联爆破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爆破”）支付了大额项目谈判保证金，综合

上述因素，导致公司本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 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比例

（%） 

对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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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02,918.10 528,103.87 -4.77 -35.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813.73 563.79 44.33 0.3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40.62 42,491.83 -50.48 -30.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4,772.46 571,159.49 -8.12 -65.8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1,291.85 332,118.29 5.77 -27.2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9,011.34 75,844.12 4.18 -4.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600.40 37,267.64 -4.47 2.3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8,890.00 55,482.17 78.24 -61.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4,793.59 500,712.22 12.80 -9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21.13 70,447.27 -156.81 -156.81 

如上表所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项目中，变动较大的项目是“收到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其余项目变动较

小。 

从表中数据看上，导致 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

主要原因：（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减少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同步比下降 30.45%；（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增

加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61.62%。这两个项目的变动使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92.07%； 

细分“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两个项目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保证金类款项的变动，2017 年、2018 年收到和支

付的保证金类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金额 

一、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 21,040.62 42,491.83 -21,451.21 

其中：收到的退回的保证金、押金及备用金 17,549.58 39,228.79 -21,679.22 

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8,890.00 55,482.17 43,407.83 

其中：支付的保证金、押金及备用金 79,867.41 37,162.17 42,705.24 

保证金、押金及备用金对现金流的影响 -58,826.79 5,329.65 -64,156.45 

如上表所示，因收到和支付保证金类款项变动，共导致 2018 年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净额比 2017 年减少 64,156.45 万元。 

由于支付大额保证金类款项虽然会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但

不会对公司利润表影响产生影响；如果剔除保证金类款项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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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后，公司 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805.66 万元；与 2018

年度归母净利润 17,744.90 万元不存在重大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为 2018 年度支付保证金类款项所致。 

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54.10亿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48.97%，

占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89.64%，请补充说明： 

（1）请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应收账

款规模较大且占总资产和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应收账款规模较大的原因 

（一）公司的业务模式和信用政策导致应收账款规模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是向客户销售民爆器材和提供工程施工服务。销售

民爆器材的主要客户大多集中在贵州省内，与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客户信用

较好，同时贵州省内民爆市场的竞争加剧，公司通过给予优质客户一定账期的销

售模式导致应收账款规模加大；工程施工业务主要是爆破工程和与之延伸的市政

工程，公司主要承接的是贵州省内工程项目，近年来随着贵州省内投资力度的加

大及基建的加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应收账款规模相应上升。 

    （二）应收款项与同行业民爆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公司与民爆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和营业收入比例对比如下： 

公司 
应收款项占总资产比重（%） 应收款项占营业收入比重（%）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宏大爆破

（002683） 
21.54 28.23 31.21 44.90 

江南化工

（002226） 
22.62 10.14 45.22 31.44 

凯龙股份

（002783） 
6.54 10.52 13.35 14.29 

公司 48.98 44.59 89.65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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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所列指标看，本公司应收款项占总资产和营业收入比重均高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 

（三）应收款项占比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原因分析 

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和营业收入比例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宏大爆破、江南

化工及凯龙股份，主要是因为： 

1、各民爆企业业务结构及工程施工板块占比存在差异。公司工程施工大多

集中在爆破工程及与之延伸的市政工程，基于市政工程项目为政府平台公司运作

的项目，信用等级较高，且其建设周期和收款周期较长，致使公司应收账款的规

模较大。而宏大爆破的工程施工主要是矿山采剥及爆破服务；江南化工不涉及工

程施工；凯龙股份工程施工收入占营收比重仅为 17.1%，而公司 2018 年工程施

工业务收入占比超过 65%，工程施工形成的应收账款占比超过 75%。以上是导

致本公司应收款项占总资产比重和应收款项占营业收入比重均明显高于同行业

三家民爆上市公司的一个主要原因。 

2、民爆产品价格放开，市场壁垒打破导致的局部区域性竞争加大，西部区

域成为各民爆企业争夺的焦点区域，为稳定客户，公司采取针对不同信用等级的

客户相应给予一定账期的销售模式加大了应收账款规模。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占总资产和营业收入比例较同行业上市公司高

具有合理性。截止目前，公司主要客户群体的信誉度良好，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

公司正加大应收账款的管理和清收，努力向矿山爆破服务转型。 

（2）请说明公司最近两年应收账款实际坏账率以及核销情况、应收账款前

五大客户的占款情况、信用情况和还款情况，并评估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

说明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公司最近两年应收账款实际坏账率以及核销情况 

公司近两年应收账款未发生实际坏账情况，因此公司也未对应收账款进行过

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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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占款情况、信用情况和还款情况 

（1）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 

①遵义市新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遵义市新区开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2009 年 06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33000.00 万元 

股东信息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

公司  
股权比例 

93.94% 

遵义市新区建投集团有限公

司 
6.06% 

经营范围 

资本经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经济建设重点项

目和企业，监管各项建设资金，实施投资、建设、经营一体化服务；土地

收储整治业务；棚户区改造业务；融资及担保业务；特许经营业务；租赁

业务；旅游开发业务；成品油零售。 

②遵义市新蒲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遵义市新蒲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2014 年 08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500000.00 万元 

股东信息 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 股权比例 100.00% 

经营范围 
土地一级开发整理；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旅游开发管理；对

项目进行投资和管理；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水利建设项目投资、开发。 

③贵州大龙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贵州大龙扶贫开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2016 年 0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股东信息 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股权比例 100%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易地扶贫搬迁；投资咨询服务；承接政府工程；农业产业化综

合开发、旅游开发。 

④贵州习水林旅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贵州习水林旅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2016 年 09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50000.00 万元 

股东信息 习水县财政局 股权比例 100% 

经营范围 

旅游景区、公园、国有林地的经营管理；旅游开发、林业、健康产业项目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经营，城镇建设；旅游公路建设；景区客运；旅行

社服务；旅游文化开发旅游产品的生产、销售；花卉的种植、销售；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城镇棚户区改造工程；农村水利设施

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改造工程；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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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2014 年 03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200000.00 万元 

股东信息 

中共贵州新蒲经济开发

区工作委员会 
股权比例 

97.50%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

有限公司 
2.50%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基础设施开发；对项目进行投资和管理；国有资产运

营管理,大数据（数据中心）产业，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项目周转指标收储交易，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土地开发。 

（2）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占款情况、信用情况和还款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均为政府平台类公司，且与公司合作较长时间，整

体信用状况良好；最近两年占款情况、信用情况和还款情况如下： 

债务人名称 信用情况 

遵义市新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回款及时、信用良好 

遵义市新蒲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时间较长、信用良好 

贵州大龙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回款及时、信用良好 

贵州习水林旅投资有限公司 回款及时、信用良好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回款及时、信用良好 

合计 — 

（续）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回款情况 

2017-12-31  2018-12-31  2017 年 2018 年 

遵义市新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3,377.04 79,998.77 30,585.26 5,394.40 

遵义市新蒲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78.55 32,438.82 1,900.00 1,650.00 

贵州大龙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162.77 32,173.86 7,910.00 30,990.00 

贵州习水林旅投资有限公司 6,811.59 23,115.85 3,700.00 9,500.00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870.65 17,267.29 34,770.88 26,416.00 

合计 94,100.61 184,994.59 78,866.14 73,950.40 

（三）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风险的评估和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以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为判断基础，综合考虑债务人所处行业的市场情

况、财务状况、资信情况、应收账款账龄以及历史还款记录等评估应收账款的可

回收性并确认减值准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31,020.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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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8年度计提9,141.54万元，期末坏账准备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5.73%。 

（四）会计师的专项核查意见 

1、执行的核查程序 

（1）检查应收款项减值计提的会计政策，评估所使用的方法的恰当性以及

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2）检查相关的交易合同和信用条款及实际信用条款的遵守情况； 

（3）复核应收账款账龄划分的准确性； 

（4）选取应收账款样本独立执行函证程序，其中就应收账款前五名全部执

行函证程序并取得回函确认； 

（5）就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分析是否

存在重大差异； 

（6）分析计算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坏账准备金额与应收款项余额之间的比率，

比较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数和实际发生数，分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7）选取样本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2、核查结论 

久联发展主要债务人为地方政府设立的平台类公司，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大额

坏账情况；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主要欠款方均执行了独立函证程序，地方政府

平台公司均认可其所欠的债务。自 2017 年以来，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逐年

增加，资产质量进一步夯实。2017-2018 年共计提坏账准备 1.66 亿元，截止到

2018 年末坏账准备金额与应收款项余额比例为 5.73%，与其同行业公司不存在

中重大差异。 

年审会计师认为，基于上述核查程序，2018 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充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已对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情况进行了恰当列报和披露。 

3、报告期内，你公司一季度至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2.66 亿元、14.06

亿元、15.30 亿元和 18.33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996.87 万元、6,943.61 万元、

6,107.88 万元和 3,696.44 万元，请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季节性，一季

度和四季度净利润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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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民爆产品生产和工程施工（爆破工程和市政工程），虽然

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但民爆产品生产和爆破工程受下游矿山、基建行业春节期间

停产停工和民爆产品春节期间禁运的季节性影响，公司一季度开工时间较短，进

而造成一季度收入和净利润较低。 

另一方面，公司对于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通常集中在

第四季度计提坏账准备，故而造成了第四季度收入较高而净利润较低的情况。 

4、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8.89 亿元，较期初减少 4.62 亿元，请

说明你公司大额货币资金的支出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货币资金权利受限情况，

如存在，请补充披露。 

【回复】 

（一）2018 年大额货币资金的支出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度除生产经营采购业务支出货币资金外，子公司新联爆破为

拓展工程项目，遵照当地的施工行业惯例，在招投标开始前需向业主方缴纳项目

保证金，2018 年新联爆破支付的大额项目保证金情况如下： 

单位 款项性质 
资金支出金额 

（万元） 
资金支出时间 

贵州省铜仁市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保证金 20,000.00 2018 年 6 月、7 月 

遵义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保证金 18,000.00 2018 年 7 月、9 月 

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保证金 10,000.00 2018 年 9 月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保证金 10,000.00 2018 年 9 月 

遵义市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保证金 10,000.00 2018 年 6 月、8 月 

合计 — 68,000.00 — 

本公司因支付项目保证金导致经营获得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大幅下降，也使得

期末货币资金余额较期初出现了大幅下滑。 

（二）货币资金受限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存在受限货币资金共计 7,510.79 万元，

其中保函保证金 1,463.38 万元，汇票保证金 6,047.41 万元。本公司已在财务报

表 “附注六、1 货币资金”及“附注六、50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限制的资产”进行了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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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14.45 亿元，较期初增长 87%： 

（1）请说明你公司与前五名其他应收款交易对手方的具体交易事项及形成

应收款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一）公司与前五名其他应收款交易对手方的交易事项 

公司与前五名其他应收款交易对手方的交易事项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万元） 
款项性质 

交易具体 

事项 

1 
贵州省铜仁市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 项目保证金 注① 

2 
遵义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18,000.00 项目保证金 注② 

3 
遵义市汇川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10,000.00 项目保证金 注③ 

4,634.70 履约保证金 注④ 

4 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项目保证金 注⑤ 

6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项目保证金 注⑥ 

合计 72,634.70 — — 

注①：该款项为新项目招投标前期项目保证金，目前公司正在对接拟投标德

江县大洞沟温泉康养及片区开发项目（EPC）、铜仁市天然气县县通支线管道工

程项目。 

注②：款项为新项目招投标前期项目保证金，目前公司正在对接拟投标遵义

市湘江河狮子桥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EPC）、遵义市 2018 年市一医片区

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注③：款项为新项目招投标前期项目保证金，目前公司正在对接拟投标遵义

市汇川区 2018 年武汉路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二期）三号还房工程。 

注④：款项为汇川平场项目履约保证金；项目正在办理完工决算审计，待项

目完工结算后将统一退回。 

注⑤：款项为新项目招投标前期项目保证金；目前公司正在对接拟投标义市

南部新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第七项目包-PPP 合同。 

注⑥：款项为新项目招投标前期项目保证金；目前公司正在对接拟投标遵义

市青少年综合示范性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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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其他应收款的原因 

公司其他应收款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2018年公司大力开拓工程施工领

域市场，遵照当地的施工行业惯例，在招投标开始前需向业主方缴纳的项目保证

金，累计支出近 7 亿元，导致公司其他应收款大幅度增长。 

（三）前五名其他应收款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序号 单位名称 股东 持股比例 最终控制方 

1 
贵州省铜仁市城市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铜仁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100.00%  

2 
遵义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市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 

遵义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3 
遵义市汇川区城市建设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遵义市汇川区财政局 82.67%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

公司 
17.33%  

4 
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 

遵义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5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中共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工

作委员会 
97.50%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

公司 
2.50%  

如上表所示，前五名其他应收款交易对手方的股东背景均为贵州省内各级政

府单位，与公司不存在任何股权关系，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2）请说明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你公司其他应收款坏

账计提方法、其他应收款性质等说明对余额前五名其他应收款未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其他应收款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公司大力开拓工程施工领

域市场，遵照当地的施工行业惯例，在招投标开始前需向业主方缴纳的项目保证

金；目前新联爆破正在对接德江县大洞沟温泉康养及片区开发项目（EPC）、铜

仁市天然气县县通支线管道工程项目、遵义市湘江河狮子桥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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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EPC）、遵义市 2018 年市一医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南部新区基础

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第七项目包-PPP 合同、遵义市青少年综合示范性实训基

地，上述项目共缴纳项目保证金 68,000.00 万元，涉及业主单位如下： 

单位 
资金支出金额 

（万元） 
缴纳资金时间 

贵州省铜仁市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018 年 6 月、7 月 

遵义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2018 年 7 月、9 月 

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2018 年 9 月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2018 年 9 月 

遵义市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2018 年 6 月、8 月 

合计 68,000.00 — 

（二）余额前五名其他应收款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前五名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万元） 
款项性质 

1 贵州省铜仁市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项目保证金 

2 遵义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项目保证金 

3 遵义市汇川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0,000.00 项目保证金 

4,634.70 履约保证金 

4 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项目保证金 

5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项目保证金 

合计 72,634.70 — 

公司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款项性质均为保证金类款项，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的确定依据属于保证金及押金组合；按照公司会计政策，对于保证金及押金组合，

信用风险较低，除出现客观减值因素外不计提坏账准备；以上款项未出现客观减

值因素，故而公司未计提坏账准备。 

（三）会计师的专项核查意见 

1、执行的核查程序 

（1）针对大额其他应收款执行独立函证程序，函证期末余额和款项性质，

其中其他应收款前五名全部进行函证并取得回函确认； 

（2）针对本期新增的保证金，除函证程序外获取银行回单、客户收据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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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内部审批单据，检查支付款项的性质； 

（3）获取公司缴纳大额保证金的内部决策审批文件，对项目经办人员进行

现场访谈，了解项目招投标的进展情况； 

（4）选取样本复核公司其他应收款款项性质划分的准确性； 

（5）复核其他应收款账龄划分的准确性； 

（6）检查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的一致性。 

2、核查结论 

年审会计师认为，基于上述核查程序，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符合公司会

计政策的规定；其他应收账款前五名均为保证金类款项，未计提坏账准备符合公

司的应收账款坏账政策。 

6、你公司年报披露公司成功推进与国际领先民爆企业澳瑞凯集团的合资合

作，于 2018 年 7 月与澳瑞凯集团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请补充说明双方合作的

具体内容，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回复】 

公司与澳瑞凯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澳瑞凯控股”）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

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

并于当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8-53）。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双方拟以

各自或其相关关联企业在中国的民爆相关资产出资来组成合资公司，我公司持股

51%，澳瑞凯控股持有 49%。 

双方的谈判仍在持续并即将进入尾声，根据双方商谈的情况，我公司拟将全

资子公司—山东银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作为出资，占合资公司 51%的

股份。我公司希望澳瑞凯控股以其持有从事混装炸药生产、混装车生产以及起爆

器材生产的公司的股权出资。目前，已经聘请评估机构对上述拟注入资产进行评

估，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合资合同相关细节仍在进一步沟通中，公司将根据该项

工作的进程及时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该合资项目在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与全

球最大的民爆企业合资合作，有利于发挥双方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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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加速公司矿山爆破服务一体化进程，实现民爆产业的快速转型和公司战略

目标的实现，为将公司打造成知名并具有较强实力和影响力的民爆企业打下坚实

基础。 

7、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补充披露你公司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

如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能源和动力等以及在成本总额中的占比情况及变

动情况。 

【回复】 

本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及占比情况和变动情况如下表： 

成本项目 
2018 年 

（元） 

本年占总成本

比例（%） 

2017 年 

（元） 

上年同期占总

成本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原材料 2,126,963,763.61 45.14 1,849,091,584.80 45.04 15.03 

职工薪酬 426,183,245.50 9.04 407,516,423.23 9.93 4.58 

折旧费用 76,796,302.75 1.63 63,645,794.28 1.55 20.66 

燃料和动力 39,790,525.83 0.84 38,637,515.77 0.94 2.98 

劳务费 1,472,158,027.80 31.24 1,274,012,927.04 31.04 15.55 

其他（安全费、机

械使用费，无形资

产摊销等） 

570,265,656.08 12.10 472,167,855.99 10.02 20.78 

合计 4,712,157,521.57 100.00 4,105,072,101.11 100.00 -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6日 

 


	1、2018年，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77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00亿元，同比减少156.81%，请说明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的原因，并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54.10亿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48.97%，占2018年营业收入的89.64%，请补充说明：
	（1）请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应收账款规模较大且占总资产和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说明公司最近两年应收账款实际坏账率以及核销情况、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占款情况、信用情况和还款情况，并评估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说明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3、报告期内，你公司一季度至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2.66亿元、14.06亿元、15.30亿元和18.3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996.87万元、6,943.61万元、6,107.88万元和3,696.44万元，请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季节性，一季度和四季度净利润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4、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8.89亿元，较期初减少4.62亿元，请说明你公司大额货币资金的支出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货币资金权利受限情况，如存在，请补充披露。
	5、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14.45亿元，较期初增长87%：
	（1）请说明你公司与前五名其他应收款交易对手方的具体交易事项及形成应收款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2）请说明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你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方法、其他应收款性质等说明对余额前五名其他应收款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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