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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19-010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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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80529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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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德化工 股票代码 00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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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庆文 张宁 

办公地址 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焦尾城大茂口 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焦尾城大茂口 

电话 0350-7264191 0350-7264191 

电子信箱 tondwqw@tondchem.com tdl@tond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民用炸药的研发、生产、销售（流通），以及为客户提供爆破工程的整体解决方案等相关

服务。公司民用炸药的主导产品有:改性铵油炸药、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现场混装炸药、工程爆破服务等,其产品主要

应用于煤矿及非煤矿山的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等, 民用炸药为公司的盈利核心支柱产业；其次,白炭黑产品作为公司

主营业务的有益补充,主要应用于制鞋、轮胎、农业、饲料、涂料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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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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96,586,127.99 709,716,418.06 26.33% 646,493,37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677,398.32 96,129,240.26 49.46% 82,739,14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478,482.49 91,759,184.11 57.45% 74,146,06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661,618.59 155,075,103.98 31.33% 149,819,42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5 48.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5 48.0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6% 9.42% 4.04% 8.3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312,072,142.05 1,491,295,416.91 -12.02% 1,430,882,41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5,216,219.09 1,038,484,635.36 -1.28% 1,015,669,476.3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4,562,522.43 305,498,672.64 275,888,929.29 170,636,00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32,494.78 65,681,357.18 29,655,632.20 27,807,9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685,206.27 63,274,546.09 32,161,652.03 28,357,07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03,364.11 125,484,214.16 20,568,330.45 69,412,4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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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36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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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张云升 境内自然人 21.22% 83,090,000 62,317,500 质押 39,970,000 

张乃蛇 境内自然人 2.98% 11,684,166 8,763,124   

郑俊卿 境内自然人 2.59% 10,127,060 7,59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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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增 境内自然人 2.55% 9,992,000    

邬庆文 境内自然人 2.51% 9,839,018 7,379,263   

邬卓 境内自然人 2.29% 8,970,748    

赵贵存 境内自然人 1.74% 6,818,000    

白利军 境内自然人 1.56% 6,097,670 4,573,252   

南俊 境内自然人 1.28% 4,997,940    

秦挨贵 境内自然人 1.03% 4,035,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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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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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国家全面实施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与多变,国内资本市场寒风刺骨，上半年，国

内经济运行表现了企稳向好态势，下半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及宏观政策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

忧，下行压力有所增加,全年国内民爆行业整体运行平稳,民爆产品供过于求矛盾仍然突出,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盈利能力有所减

缓。面对严峻的经济环境和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稳健经营的思路，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工

作计划，规范经营,积极主动应对市场变化，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着力抓好主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高产品质量,精准服务用

户，强化节能考核,降低运营成本,技改升级稳步推进,安全生产平稳运行；利用资本优势对公司的转型升级，也做了大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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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发债融资积极推进，回购股份如期完成；对于社会扶贫济困、社会光彩事业，也做了应尽的工作。公司整体经营稳健,

积极地推进各项工作,继续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 在国内不少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情况下,公司经营业绩却突破历

史最好记录，成绩来之不易。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658.6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6.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67.7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49.46%；每股收益0.37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1,207.21万元，较上年末减少12.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7,606.85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1.4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366.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1.33%；净资产收益率13.46%，较上

年期同期增加4.0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公司根据政府各级安全监督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月"的活

动要求,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认真有效扎实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举办应急演练安全知识竞赛等，狠抓安全

生产和隐患整改落实，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2)强化内控建设，降本增效，有效防范经营风险；(3)抢抓市场机遇，

着力抓好主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稳定扩大产品市场,加快民爆一体智能化发展，保持公司安全稳健发

展;(4)按照工信部《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要求，积极推进炸药生产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改造；

(5)不断利用资本市场优势，继续探索公司未来发展之路; (6)精准扶贫,稳步推进; (7)扎实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增强投资

者信心，完成董监高增持和公司回购股份工作，对稳定公司股价及市场预期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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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工业炸药 328,998,640.51 195,429,212.65 40.60% 20.20% 20.51% -0.15% 

工程爆破 482,661,446.77 229,626,009.39 52.43% 37.21% 43.1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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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

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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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  

（1）将“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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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出资4,000.00万元，占总认缴资本的80%于2018年1月29日设立山西方德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山西同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于2018年10月22日成立，公司认缴出资1,000.00万元，本年度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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