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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19-61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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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701,847.92 1,364,486,195.94 1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524,617.45 153,291,097.99 -2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251,634.22 126,122,431.59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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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45,765.82 136,619,513.70 -9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5 0.1597 -23.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5 0.1597 -23.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 5.85%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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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2,505,488.91 4,740,467,138.71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44,702,926.07 2,657,998,235.74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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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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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 137,519,340 103,139,505   

张婷 境内自然人 3.33% 31,900,000    

王崇盛 境内自然人 1.84% 17,621,056    

樊建民 境内自然人 1.60% 15,293,868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1,5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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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晓林 境内自然人 0.89% 8,500,070    

刘平凯 境内自然人 0.87% 8,325,040    

杜鹃 境内自然人 0.86% 8,203,227    

蒋德明 境内自然人 0.80% 7,71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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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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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雅化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雅化转债 128065 2025 年 04 月 16 日 80,000 

票面利率：第一年

0.4%、第二年 0.6%、

第三年 1.0%、第四

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2.80% 36.92% 5.8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38 7.51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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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爆行业方面，受国家基础建设投资的拉动以及矿山开工率上升的影响，报告期内，全国民爆业务量总体呈现增长态势，

全国工业炸药销售200.74万吨，同比增长3.63%，工业雷管销售5.22亿发，同比下降8.36%；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民爆

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呈下降趋势。报告期内，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经营业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民爆产品销售同

比增长10.94%、爆破业务同比增长26.77%，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锂产业方面，受新能源汽车不景气和国家补贴退坡，以及“国五”车型降价的冲击，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需求发生转移，动

力电池减产，锂盐产品需求和价格大幅下滑，锂行业优胜劣汰的洗牌提前到来，行业进入调整期。但同时，随着上游锂精矿

产能的逐步释放，锂精矿价格也大幅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锂盐产品价格下降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锂产业作为雅化

双主业之一，按照集团的总体部署，通过加强技术提升，优化管控模式，不断拓展市场等方式，报告期内实现锂盐产品销售

同比增长19.26%的好成绩。 

总体来看，面对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及行业形势，公司上下不等不靠，积极应对，通过有效推动各项工作，报告期内，

公司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23.98%；实现每股收益0.1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92%。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55.53亿元，较年初增长17.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8.45亿元，较年初增

长7.02%；每股净资产为3.31元，比期初增长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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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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规定，

公司据此对会计政策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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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合并范围减少，注销了金恒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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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高欣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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