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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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末的总股本 9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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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主要业务及业绩驱动因素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民爆生产与销售、工程爆破服务、锂产业、运输业务、军工业务以及其他新材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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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近年来的不断拓展，已形成分布于中国四川、内
蒙、新疆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生产基地，可为用户提供品种齐全、规格配套的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导爆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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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导爆管以及根据用户特殊需求订制的个性化民爆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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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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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雅化有20余个爆破公
司，拥有爆破施工一级、矿山施工总承包、土石方、隧道工程、地基与基础等专业施工承包资质，是国内工程爆破资质最齐
备、矿山工程服务项目最配套的民爆一体化服务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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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产业：公司下属公司兴晟锂业、四川国理为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盐产品的生产企业，通过近年来的市场拓展，已建
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形成了稳定的下游客户群和锂资源供应渠道，锂产业的占比逐年提升，随着新能源产业的迅猛增长，
公司的锂业版块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运输业务：公司拥有四川最大的一类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可提供危险品货物运输、普通货物运输、汽车修理等业务，
业务规模也逐年扩展。
军工产业：公司已打造拥有蓝狮科技、久安芯、军品检测中心等军工发展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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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军用火工品检测和仓储物流服务。
其他新材料产业：公司在做好上述产业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与分析，投资参股部分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新材料产业
公司。
（2）业绩驱动因素
2016年，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业绩实现逆势增长，营业收入15.79亿，同比增长17.57%，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4亿元，同比增长12.89%，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在于战略驱动、营销驱动、技术驱动和制度驱动。
战略驱动方面，公司2016年产业转型工作取得成效，同业并购稳步推进，锂产业取得良好收益，海外业务进一步拓展，
军工业务取得实质突破，气凝胶等其他新产业积极推进，为集团业绩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营销驱动方面，营销体系进一步完善，营销政策管理更加严格，集团市场管控方式适时调整，市场信息化工作加速推进，
为集团数字化营销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技术驱动方面，工业炸药和起爆器材质量和性能得到提升，生产线进行了智能化升级改造，爆破技术提升项目持续开展，
为打造集团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技术支撑。
制度驱动方面，对爆破业务进行顶层设计，公司治理标准和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各类业务进行顶层设计下发操
作性制度，为集团抵御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制度保证。
2、公司所处行业周期性、季节性特点
民爆行业的发展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国民经济发展等紧密关联，在国民经济景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煤炭、
石油及各类矿产需求旺盛时期，民爆行业也随之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相反，如果国民经济萧条，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减少，
民爆行业市场需求也随之下降。
工业炸药产品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但春节期间出于安全管理的考虑，矿山、基建等下游终端客户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停产
停工，同时民爆主管部门也会要求加强春节期间的安全管理，因此民爆企业在一季度开工时间较短，产销量较少。
3、行业发展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民爆行业素有“能源工业的能源，基础工业的基础”的称谓，其下游连接着采矿、冶金、交通、水利、电力、建筑和石油
等多个领域，尤其在基础工业、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和特殊的行业门类。民爆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许可证制度，因此民爆行业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开放程度有限，竞争相对温和，但其近可向爆破服
务延伸，远可向军工、新兴产业等延伸，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深度调整和转型的关键之年。面对经济新常态和国家去库存、去产能
等政策的影响，民爆市场需求萎缩，民爆产品价格放开，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民爆行业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经
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化职能化建设初见成效，智能制造加速产业升级、
重组整合、一体化服务发展不断深入。2017年，随着国家在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水利水电、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基础建设方
面的持续投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和海外工程投资的力度增强，将拉动对民爆物品的国内需求、拓展民爆企业的国际市场。
公司是民爆行业优势企业，通过近年来的前瞻布局，已基本形成未来民爆需求最旺盛区域的产业与市场布局，随着宏观
经济景气度的提升，将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市场保障；同时，公司也是锂行业中氢氧化锂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公司将随着新
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获得丰厚的业绩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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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1,579,432,856.85

2015 年
1,343,349,636.52

本年比上年增减
17.57%

2014 年
1,454,867,5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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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814,024.42

118,531,828.99

12.89%

227,483,21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004,807.63

89,032,014.53

40.40%

218,164,785.36

85,613,668.48

229,514,054.74

-62.70%

197,512,86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0.2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0.2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5%

5.42%

0.53%

1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240,139,021.94

2,893,312,068.21

11.99%

2,910,939,22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9,404,568.32

2,210,672,556.08

8.08%

2,160,866,0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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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102,695.72

448,476,865.68

392,977,500.79

469,875,79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01,174.60

58,791,059.97

17,812,711.42

36,309,07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55,585.29

55,563,653.11

17,140,969.20

33,844,60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107,480.58

92,613,166.79

53,530,455.90

50,577,5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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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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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53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8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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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郑戎

境内自然人

14.70%

141,119,340

张婷

境内自然人

3.69%

3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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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22,971,744

0

王崇盛

境内自然人

2.25%

21,647,956

0

樊建民

境内自然人

1.91%

18,383,868

0

阳晓林

境内自然人

1.45%

13,900,070

0 质押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21%

11,577,800

0

刘平凯

1.16%

11,100,054

11,100,054

境内自然人

105,839,505 质押

数量
40,000,000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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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雅育

境内自然人

1.13%

10,869,066

0

杜鹃

境内自然人

1.07%

10,289,327

10,28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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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深度调整和转型的关键之年。面对经济新常态和国家去库存、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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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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530,555.67

73,700,475.52

55.96%

-14.51%

-24.19%

5.67%

爆破

314,016,633.34

7,121,889.89

26.03%

51.42%

-50.48%

4.82%

锂产品

347,308,339.07

54,005,465.06

20.67%

184.68%

313.70%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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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变动。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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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5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2,717.14

至

3,135.17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90.11
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渐回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矿山开采有所回升，民
爆需求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行业的持续向好，市场对锂盐
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公司将抓住机遇，继续做大做强锂产业。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欣
2017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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