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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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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雪峰科技 60322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小力   

电话 0991-8801120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北路

2号世界公元A座 

  

电子信箱 xfmbzxl@s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204,106,688.71 3,046,142,023.18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82,562,024.59 1,184,195,184.27 -0.1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963,059.91 -56,506,715.77   

营业收入 890,372,087.20 846,379,427.18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869,399.39 3,021,153.65 45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585,993.49 -12,055,82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2 0.26 增加1.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6 0.005 4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6 0.005 42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0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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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新疆雪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0.71 202,285,904 0 无 0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7.72 50,840,000 0 无 0 



法人 

北京广银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4 20,000,000 0 无 0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 20,000,000 0 无 0 

紫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 12,780,000 0 无 0 

新疆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5,122,524 0 无 0 

康  健 境内自然人 0.62 4,100,000 0 无 0 

李长青 境内自然人 0.61 4,000,000 0 无 0 

苏  娟 境内自然人 0.57 3,730,082 0 无 0 

王  钧 境内自然人 0.56 3,667,96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新疆雪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与控股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经济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20%；实现利润总额 2,084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4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8.38%；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2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40.00%。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32.04 亿元，比期初增长 5.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为 11.83 亿元，比期初减少 0.14%；每股净资产为 1.7953元，比期初减少 0.14%。 

（二）主要工作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生产许可证按期换证。根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如期完成《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换证和《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年检相关工作。 

二是产品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以市场为导向，落实行业发展方向，将 1.6 万吨包装炸

药生产许可能力调整为混装炸药生产许可能力，用以提高现有混装地面站生产能力，增加闲置产

能释放。 

三是混装炸药占比逐步提高。公司获得行业政策性奖励混装炸药产能 0.4 万吨，混装炸药产

能占比超过 50%。 

四是科技研发积极推进。公司智能制造工厂顺利通过主管部门验收，针对不同使用环境研发

的数码电子雷管获得用户好评；投入研制的数码电子雷管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研发与建设，预计年

内可投入试生产。 

五是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公司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贯

彻全国、自治区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突出安全生产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严控安全风险、严治事故隐患、严打违

法行为，持续以大治理推动解决大问题、管控大风险、消除大隐患，有效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基本盘，确保了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发展，未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3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

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资

产负债表项目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利润表项目调整：公司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利

润表项目新增“信用减值损失”，用以核算企业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

减值准备所形成的预期信用损失。利润表项目从“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在“信用减值损失”中

列示。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前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没有产生影响。对合并报表项

目列报的期初余额和上年同期期发生额影响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800,055.40      -1,800,055.4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800,055.40   1,800,055.40  

管理费用 66,939,287.79 -709,387.75 66,229,900.04 

研发费用  709,387.75 709,387.75 

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11,763,756.11  -11,763,756.11  

资产减值损失   -17,760,179.62         11,763,756.11  -5,996,423.51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健  

董事会批准报出时间:2019年 8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