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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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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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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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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民爆业务和锂业务两大板块，同时还涉足运输、军工等方面业务。
1、民爆业务板块
公司民爆业务主要包括民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工程爆破服务等。
民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民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是公司传统产业，主要产品包括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和工业索类，产品
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水利水电、交通建设、城市改造、地质勘探、爆炸加工及国防建设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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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爆破服务：公司在不断扩大民爆器材生产和销售规模的同时，还积极拓展工程爆破业务，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主要包括专业承揽土石方爆破、定向爆破、特种爆破、爆破加工以及爆破设计、咨询、监理等各类爆破业务，以及
现场混装炸药爆破一体化、矿山开采、城市整体拆迁等服务，系业内领先的爆破工程一体化方案解决专家。
2、锂业务板块
公司锂业务主要为深加工锂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氢氧化锂、碳酸锂、磷酸二氢锂、锰酸锂等锂系列
产品，公司锂产品广泛运用于新能源、医药和新材料领域。同时，公司也通过各种渠道储备了一定的锂矿资源，为锂产品的
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3、其他业务
运输业务：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雅化运输是四川省最大的一类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可提供民爆产品、危化品、普通货
物运输、综合物流、仓储一体化服务、汽车修理等业务，业务规模、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在四川、山西、内蒙等省区建立
了专业的运输服务基地和网络，未来发展空间较好。
军工业务：公司以下属控股子公司蓝狮科技、久安芯为军工业务发展平台，是国内为数不多同时拥有“军工四证”的企业。
近年来，企业通过研发制造军用火工药剂、点火系统、爆炸切割装置、微机电子引信等产品，不断拓展军工业务，同时还可
提供军用火工品检测和仓储物流服务等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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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3,066,650,043.26

2,358,496,629.35

30.03%

1,579,432,85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387,785.71

238,334,422.90

-23.05%

133,814,02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174,529.53

226,650,085.06

-50.51%

125,004,80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986,836.60

181,525,601.81

16.23%

85,613,668.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24.00%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24.00%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8%

9.59%

-2.61%

5.9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740,467,138.71

4,342,532,787.22

9.16%

3,240,139,02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7,998,235.74

2,564,493,248.47

3.65%

2,389,404,568.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58,932,665.30

805,553,530.64

755,075,365.26

947,088,48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515,262.07

99,775,835.92

23,431,650.44

6,665,03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03,392.84

94,819,038.75

36,027,917.25

-49,975,81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99,002.25

112,820,511.45

20,218,151.07

54,149,171.8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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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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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14,613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05,45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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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戎

境内自然人

14.32%

137,519,340

103,139,505

张婷

境内自然人

3.32%

31,900,000

0

王崇盛

境内自然人

1.84%

17,621,056

0

樊建民

境内自然人

1.59%

15,293,868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21%

11,577,800

0

四川雅化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其他
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1.20%

11,485,885

0

阳晓林

境内自然人

0.89%

8,500,070

0

刘平凯

境内自然人

0.87%

8,325,040

0

杜鹃

境内自然人

0.83%

7,998,227

0

蒋德明

境内自然人

0.80%

7,717,044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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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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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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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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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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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民用爆破相关业
2018年，受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民爆和锂行业市场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滑，同时
受环境治理、金融风险防范等国家政策影响，企业原辅材料价格上升，安全环保和技改投入加大，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面
对严峻的形势，公司审时度势，坚持“顺应新时代，抢抓新机遇，坚持创新，加快转型，持续提升民爆产业，加快推进锂业
发展，实现新时代下企业快速发展目标”的经营方针，攻坚克难，调整经营机制，强化市场拓展，增收支节，集团营业收入
持续增长。2018年，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民爆业务
公司前瞻思考，抢抓机遇，拓展市场，整合资源，积极应对宏观经济下行的不利影响，通过以区域优势巩固主导市场、
以重点区域带动整体市场、以重点客户提升市场占有率、以优化营销管控体系提升管理等措施，充分发挥民爆产业链齐全优
势，实现民爆产品销售逆势增长、爆破业务业务模式大幅提升的好成绩。全年实现民爆产品销售167853吨.万米.万发，同比
增长16.55%；爆破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04亿元，同比增长79.36%；实现营业利润0.9亿元，同比增长11.73%。
（二）锂业务
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集团及时提出“两点一线”发展战略，积极调整市场策略，提升现有两个生产点的管理工作，快速
推进雅安锂盐生产线建设，提高了雅化锂业的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为集团2019年锂产业再上新台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8
年，公司锂业务市场开发成效显著，新开发客户七十余家；现有两个锂盐生产点生产布局、工艺流程等得到不断提升优化，
基础管理工作得到加强，降本增效成效显著；雅安新线建设快马加鞭，预计将于2019年上半年建成投产；锂矿资源保障也得
到有效拓展。全年锂业务实现销量7043吨，同比增长27.23%；实现营业收入8.74亿元，同比增长25.32%。
（三）技术创新
公司依托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多个技术创新平台，坚持继续围绕技术研发、技术提升、技术改造等中心工作，主动推进技
术创新工作，集团及各公司技术能力持续加强，民爆产品研发及装备技术不断提升，爆破技术提升项目继续推进，锂业技术
研发及装备技术提升取得实效。
（四）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工作围绕“三个优化”工作持续推进，各项管理工作得到不断提升，在人员、组织、薪酬三个方面得到有效优化，
为集团及各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力资源支撑。
（五）集团管控
2018年公司管控体系建设持续加强。通过加强资金筹集和管理，强化重点业务财务风险控制，强化重要财务事项管控，
不断优化财务管控体系。通过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强化安全教育和培训，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事故处置
和责任追究，提升了集团及各公司的本质安全水平。通过继续强化环保风险管理，严格环保检查和隐患治理和“三废”管理，
使环保工作有成效。通过继续提升工艺质量水平，继续围绕市场推动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强化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为市场竞
争提供支撑。通过提升计划管理主线作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使公司管控更好地服务于业务需要。通过持续推进信息化应
用优化，持续开展重点信息化项目建设并持续优化信息系统，使集团信息化建设工作更细化、更深入。通过多种采购策略降
低采购成本，多渠道优化和拓展供应商，为制造成本降低提供可能。通过强化经济运行审计和项目审计，有效防范了经营风
险。
（六）2018年取得的荣誉
2018年，公司先后荣获“四川优秀民营企业”、“四川企业100强企业”、“四川制造业企业100强企业”，郑戎董事长荣获“四
川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2018年主要经营指标：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6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亿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23.05%；实现每股收益0.1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
2、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7.4亿元，较年初增长9.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6.58亿元，较年初
增长3.65%；每股净资产为3.11元，比期初增长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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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炸药

926,356,983.25

395,417,057.04

42.69%

2.41%

-7.67%

-4.66%

爆破

904,114,906.92

295,449,775.65

32.68%

79.36%

96.43%

2.84%

锂产品

874,480,099.24

139,058,399.71

15.90%

25.32%

-20.51%

-9.1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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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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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存续分立后的国理公司达到合并条件，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因增持鼎业爆破的股权，鼎业爆破达到合并条件而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3、报告期内，公司因对外转让了凯诺公司、哈密公司、德圣公司的全部股权，注销了雅化会理分公司、雅化运输绵阳
分公司、彝盟爆破西昌分公司，上述三家子公司和三家分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4、报告期内，公司全资设立雅安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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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欣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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