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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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末的总股本 9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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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锂业务两个板块，同时还不断拓展海外、运输、军工业务。
①民爆业务主要涵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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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近年来的不断拓展，已形成分布于中国四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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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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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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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整体拆迁等专业服务，系业内领先的爆破
工程一体化方案解决专家。
②锂业务方面主要涵盖上游锂资源的保障，中游碳酸锂、氢氧化锂等基础锂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上游锂资源的保障：公司通过与澳洲银河锂业签署了五年的锂精矿采购协议，为公司未来五年锂盐生产提供了矿源基本
保障，同时，公司通过参股澳大利亚CORE公司并获得其锂矿包销权，与川能投合作开发李家沟锂辉石矿，为公司锂产业未
来持续发展提供锂矿资源支撑。
基础锂盐产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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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锂业公司新建的2万吨碳酸锂（氢氧化锂）生产线建设项
目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提升锂盐产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为国际国内客户提供更优质的锂盐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③其他业务
海外业务：公司海外业务拓展迅速，主要布局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红牛公司是新西兰最大的民爆企业，市场
占有率逐年稳步提升，主要从事矿山开采、交通建设等项目的爆破服务；公司于2017年通过并购澳大利亚采石场行业最大的
钻爆一体化服务公司西科公司，与前期收购的卡鲁阿那、星辰爆破等钻爆公司共同形成公司在澳洲的战略布局，各公司通过
资源互补，形成协同发展态势，共同致力于“打造澳洲具有竞争实力的爆破一体化提供商”的愿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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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拓展锂产品、矿石料、军工产品等运输物流业务，业务规模、区域和范围也逐年扩展。
军工产业：公司已搭建拥有蓝狮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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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民融合战略的不断深入开展，公司将借
势拓展军工业务规模。
（2）业绩驱动因素
2017年，面对民爆行业市场需求萎缩、竞争激烈的新格局，公司通过前瞻布局、稳中求进，民爆业务稳中有升。同时，
公司抓住国家新能源战略不断推进的新机遇，公司锂业务发展迅速，营业收入占比不断提升。2017年度，公司全年共实现营
业收入23.6亿，同比增长49.33%，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2.38亿元，同比增长7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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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落实业务转型和产业转型战略，爆破业务进一步发展，同时明确了锂产业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
坚定不移地推进锂产业的发展。
营销驱动方面，公司通过深入开展数字化营销策略，充分做好市场供求、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的分析研究，采取有针对
性的营销策略稳定产品市场，维护稳定的价格体系，在提升营业收入的同时还保障了稳定的利润空间。
技术驱动方面，公司通过不断提升生产技术装备水平，在产品、装备和爆破技术研发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使公司产品在
成本控制方面成效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还在新产品研发及产品质量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为满足客户
的差异化需求提供了保障，也为公司形成稳定的客户群提供了可能。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使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为打造集团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驱动方面，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决定了企业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的能力强弱，公司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各
系统、各公司的制度体系，同时通过强化制度执行，不断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为企业抵御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制度保证，也
使得公司能健康、稳定发展。
2、公司所处行业周期性、季节性特点
（1）民爆行业的周期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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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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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销量相对较少。
（2）锂行业的季节性特点
公司锂产品主要应用于锂电池、润滑脂等行业，相关行业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锂电池目前已经成为锂盐产
品最大的消费领域，随着电动汽车技术的日渐成熟，锂电池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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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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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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中国民爆行业的优势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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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继续推进爆破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巩固在民爆产业的行
业地位。
锂行业与新能源汽车行业紧密相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划。2017年，国家将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要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的应用比例，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
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基于一系列政策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快速
发展，政府出台了补贴政策、限购政策和双积分政策等新政策，为新能源汽车持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公司目前已成
为锂行业中氢氧化锂的核心供应商之一，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公司结合上游资源保障和下游销售渠道的拓展情
况，将通过扩能建设快速实现锂产业的做大做强，将公司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锂盐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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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2,358,496,629.35

1,579,432,856.85

49.33%

1,343,349,63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334,422.90

133,814,024.42

78.11%

118,531,82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650,085.06

125,004,807.63

81.31%

89,032,01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525,601.81

85,613,668.48

112.03%

229,514,054.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4

78.57%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4

78.57%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9%

5.95%

3.64%

5.4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342,532,787.22

3,240,139,021.94

34.02%

2,893,312,06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4,493,248.47

2,389,404,568.32

7.33%

2,210,672,5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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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688,873.39

662,290,003.39

659,271,267.45

671,246,48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86,041.28

95,438,083.25

38,051,261.56

73,759,03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548,207.76

91,421,089.02

37,310,092.39

73,370,69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66,575.97

92,307,304.10

-41,779,554.17

139,164,4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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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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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11,147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2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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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3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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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汇添富社会
法人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72%

16,51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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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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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5,040

杜鹃

境内自然人

0.80%

7,717,327

7,71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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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面对国家经济新常态，民爆
行业市场需求萎缩、竞争激烈的新格局，以及国家新能源战略不断推进的新机遇，公司坚持“以创新和发展为主题，以提高
核心竞争力为抓手，前瞻布局，稳中求进，实现新常态下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经营方针，积极落实业务转型战略、产业转
型战略、技术创新战略、信息化战略、人力资源战略、集团管控战略等六大任务，双主业运行，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提升。
2017年，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业务转型
2017年，公司主动思考，整合资源，抢抓机遇，有效应对形势变化，以爆破业务和一体化服务为主导的转型持续推进，
民爆产业行业地位持续提升。公司充分发挥集团及各区域资源优势，强化主导市场稳定控制，产品销售稳中有升。在市场拓
展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特别是在重点市场和重点项目上成效显著，在云南、内蒙、西藏、陕西等新兴市场取得较大突破，
民爆业务形成良好的市场布局。爆破业务转型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全年新增项目近四十项，大工程大项目开发取得较大进
展。报告期内，公司爆破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04亿元，同比增长60.53%；实现净利润0.62亿元，同比增长288.98%。
（二）产业转型
随着国家新能源战略的不断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锂产业链上端的锂精矿、基础锂盐市场前景广阔。2017
年公司顺势而为，将锂产业作为集团两大支柱产业之一积极推进，明确了锂产业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并坚定不移地推进锂
产业快速发展，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锂盐供应商”。2017年，公司通过与川能投达成合作协议，完成国理公司
股权整合，理顺管理关系，为李家沟矿山的早日开发奠定了基础；成功协办第三届中国锂资源战略研讨会，公司锂产业在锂
行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通过提前布局，加大市场开发，使产品销售业绩得到大幅度提升，并与众多国内外大客户建立了稳
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时启动雅安锂业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项目，进一步扩大锂产业的市场规模和行
业影响力。全年锂产业共实现营业收入6.98亿元，同比增长100.92%，在整个营收中占比提升至29.59%；实现净利润0.84亿
元，同比增长65.08%。
（三）技术创新
公司主动推进技术创新工作，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为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成功协办了民爆
行业科技工作座谈会及智能制造推介会，公司下属子公司雅化绵阳的“高端民用起爆器材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和雅化三台的
“全国乳化炸药智能制造示范点线”项目顺利通过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评审，入选国家智能制造专项，并代表民爆行业参加中
国博览会展览和世界智能制造展览会。
（四）信息化
2017年，公司不断推进信息化应用优化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数字化营销、管控体系优化等多个重点应用项目的建设
和优化工作，公司信息系统运用规模和覆盖度得到持续扩大，在固化雅化特色优秀管控模式的同时，也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
了企业的管控能力、战略决策能力。
（五）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工作围绕“三个优化”工作持续推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不断优化，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力资源支撑。
公司以“扁平化、区域化、业务化和专业化”为原则持续开展组织优化，进一步理顺管理关系，提升管控效能；不断提升员工
业务技能，适应业务转型和管控转型要求；通过不断优化薪酬，强化激励机制，为双主业运行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六）集团管控
2017年公司管控体系建设持续加强。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强化财务风险控制，持续优化信控管理，强化资金管理，持续推
进财务信息化建设和运用；二是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爆破业务安全管理，严格安全事故的
处置和责任追究，强化新业务、新公司和大安全管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安全数字化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三是严格
实施环保检查和隐患治理，强化环保基础管理；四是加强生产过程工艺质量控制，完成工艺质量专项工作；五是持续提升小
总部管控水平，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强化制度建设，强化法务风险管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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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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572,743.66

428,255,987.67

47.34%

25.72%

50.31%

-8.62%

锂产品

697,807,400.83

174,941,814.44

25.07%

100.92%

89.77%

4.40%

爆破

504,089,063.54

150,409,752.30

29.84%

60.53%

52.26%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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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扩大民爆产业规模，以现金方式收购并控股山西金恒化工，将金恒化工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为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扩大在澳州民爆产业，收购了西科公司80%股权，将西科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
围。
3、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区域战略发展需要，出让了佳成爆破全部股权、注销了禹诚爆破、奥兴公司、托克逊矿业，上述四
家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4、报告期内，公司为提高锂盐产品的生产加工能力，投资设立了雅安锂业，并以该公司为投资主体新建锂盐生产线。
5、报告期内，公司有效整合资源，将雅化爆破进行了存续分立新设了雅化工程公司；投资设立了绵阳运输公司，纳入合并
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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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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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60.00%

至

100.00%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5,595.92

至

6,994.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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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7.45
面临国家新能源战略不断推进的机遇，公司顺势而为，充分发挥锂资
源和渠道优势，锂产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公司民爆业务转型取得成效，
积极拓展大矿山大工程项目，民爆业务的业绩也持续增长。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欣
201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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