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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17-48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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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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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化集团 股票代码 0024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雄鹰 郑璐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 66 号航兴

国际广场 1 号楼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66号航兴国

际广场 1 号楼 

电话 028-85325316 028-85325316 

电子信箱 zxy@scyahua.com zl@scya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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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27,978,876.78 716,579,561.40 4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524,124.53 79,692,234.57 5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969,296.78 74,019,238.40 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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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140,728.13 -18,494,313.79 55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18 0.0830 58.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8 0.0830 5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8% 3.56%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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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8,116,656.11 3,240,139,021.94 2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8,296,302.33 2,389,404,568.32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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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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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戎 境内自然人 14.32% 137,519,340 105,839,505 质押 40,200,000 

张婷 境内自然人 3.69% 35,400,000 0   

王崇盛 境内自然人 2.16% 20,781,056 0   

樊建民 境内自然人 1.91% 18,383,868 0   

阳晓林 境内自然人 1.32% 12,700,070 0 质押 3,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1,577,800 0   

四川雅化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20% 11,485,885 0   

刘平凯 境内自然人 0.87% 8,325,040 8,325,040   

姚雅育 境内自然人 0.87% 8,315,866 0   

杜鹃 境内自然人 0.80% 7,717,327 7,716,9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郑戎女士与张婷是直系亲属，存在关联关系。2、公司控股股东郑戎女士

与其他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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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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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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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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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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大宗商品复苏，煤炭、矿山资本支出的提升，民爆行业出现复苏、回暖的迹象，基建投资的增加

也成为民爆行业企稳回升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基础锂盐产品价格上涨，需求紧张，公司积极应对市场，

2017年上半年取得不错的业绩回报。 

（一）上半年，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集团并购重组取得成效 

国内同业企业并购稳步推进，完成了山西金恒集团并购整合，管理对接有序开展。继续加强海外布局，通过收购澳大利

亚西科公司股权，进一步夯实了海外搭建的发展平台，基本完成了在澳大利亚的产业布局。新西兰红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146.74万元，同比增长47.37%，净利润570.93万元，同比增长452.48%。 

2、爆破业务开发取得进展 

公司积极主动拓展爆破业务，集团大项目开发进展迅速，上半年共开发项目50余个。上半年爆破业务共实现收入2.37亿

元，同比增长63.76%。 

3、技术创新有序推进 

公司技术创新工作顺应行业产业发展方向，顺应全球技术发展趋势，面向市场、面向生产、面向转型升级，上半年，雅

化绵阳高端民用起爆器材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三台公司全国乳化炸药智能制造示范线通过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评审。 

4、企业管理架构不断优化 

公司推行“以业务发展为目标、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计划管理为主线、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管控模式，并按这一管控模

式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管理架构，针对每一家实体公司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了以“机制优化、人员优化、薪酬优化”为主的

一系列提升管控水平活动，通过不断调整内部管理架构，提高管控效率，最大限度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 

（二）2017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46%；实现利润总额1.8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77%；实现每股收益0.131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8%。报告期

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0.68亿元，较年初增长25.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4.58亿元，较年初增长2.88%。  

1、民爆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民爆板块实现收入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7%，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爆破业务开发与拓

展力度，爆破业务显著提升，从而带动民爆生产和运输齐增长。 

2、锂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锂板块实现收入2.8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7%，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从21.99%提升至27.4%，主要原

因在于公司抢抓锂盐市场机遇，锂盐产品销量、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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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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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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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年初相比，本期合并范围增加金恒化工、西科公司、金恒配送；本期合并范围减少佳成爆破、上海奥兴。详见第十节财务

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欣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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