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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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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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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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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可参与

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不转股、不送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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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集团 6039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骥 杨洁芸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699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699号 

电话 0791-88119816 0791-88119816 

电子信箱 gtirm@jxgtjtgw.com gtirm@jxgtjtgw.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民爆行业 

1、民爆业务概要 

民爆行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行业，民爆物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冶金、交通、水利、

电力、建筑和石油等领域，尤其在基础工业、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中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山这三类矿山的开采占民爆产品销售总量的 70%以上，因此相关产业



政策和运行情况的变化直接影响民爆行业的运行态势。 

民爆行业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点，春节、两会期间出于安全管理的考虑，矿山、基建等下游

终端客户有较长时间的停产停工，加之春季的雨水较多导致工地施工节奏缓慢，因此民爆企业在

一季度开工时间较短，产销量相对较少。 

民爆产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爆破、储存所有流程都由政府部门严格监管，行业实

行严格的生产许可、销售许可以及工程资质认证许可证制度。我国民爆行业的主管部门为工信部、

公安部。工信部负责民爆器材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公安部负责民爆器材公共安全管理和

民爆器材购买、运输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爆器材流向，同时还负责爆破作业单位的资质申请、

爆破项目全过程的管理、爆破作业的安全管理等。 

2、民爆行业生产经营情况 

2021 年，民爆行业总体运行平稳，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增长态势，产品结构调整符合预期，民

爆企业重组明显提速。报告期内，受主要原材料价格增长的影响，民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获利有

所下降，但爆破服务收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1 年，民爆生产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7.16 亿元，同比增长 1.10%；实现爆破服务收入

292.23 亿元，同比增长 19.79%。 

2021 年，民爆生产企业工业炸药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441.51 万吨和 441.56 万吨，同比分别下

降 1.50%和 1.49%。其中现场混装炸药累计产量为 135.59 万吨，同比增长 5.90%，现场混装炸药占

工业炸药总产量比例达 30.71%，所占比例较上年增加 2.1 个百分点。 

2021年，民爆生产企业工业雷管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8.90亿发和 9.05亿发，同比分别下降 6.90%

和 6.89%。其中，数码电子雷管产量为 1.64 亿发，同比增长 40.31%，数码电子雷管占工业雷管总

产量比例为 18.43%，所占比例较上年增加 6.2 个百分点。 

3、民爆上下游产业情况 

民爆行业上游原材料主要为硝酸铵、乳化剂和油性材料等，上述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民爆生

产企业的利润会造成直接影响。其中硝酸铵为工业炸药最主要的原材料，其价格的波动对民爆器

材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统计，从 2021 年全年硝酸铵（粉状）购进价

格变化情况看，2021 年前三季度基本保持平稳增长，均价在 2153 元/吨。从 2021 年 9 月开始，

硝酸铵价格涨价幅度之高、调价频次之快为近十年来首次，第四季度均价达到 3283 元/吨。除此

之外，其他原材料硝酸钠、太安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幅上涨。 

针对民爆行业下游市场，从 2021 年工业炸药销售流向数据上看，用于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

山开采的炸药量占炸药总量的 71.5%，其中：用于金属矿山的量占炸药总量的比例最大，为 25.6%，

较上年同期下降 0.3 个百分点；其次是煤炭开采，占炸药总量的 24.4%，较上年同期增长 2.4 个百

分点；第三是非金属矿山，占炸药总量的 21.5%，较上年同期下降 3.2 个百分点；用于铁路道路、

水利水电等基础建设方面的炸药量，占炸药总量的 5.7%和 2.4%；其他流向主要应用于建筑行业、

爆炸加工、爆破焊接、特种作业等，占炸药总量的 20.4%。 



此外，与民爆下游产业相关的煤炭、钢铁、水泥等产业，随着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逐步落实，

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运行态势，这些都为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轨交自动化及信息化行业 

轨道交通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先行领域。“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

五年规划，也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交通强国的关键攻坚期。 

轨道交通行业主管部门主要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铁路局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目前轨道交通行业开始逐步进入到建设与运营维护并

重阶段。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铁路建设产业链投资概算，电气化工程和信息化

工程占比各 10%左右；地铁项目中电气化工程和信息化工程占比各自约为 15%与 10%左右。随着

我国轨道交通持续发展，电气化与信息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相关市场需求来自两方面，一是增

量市场需求，即因轨道交通行业每年新增运营里程而带来的市场需求；二是存量市场需求，即前

期投入的设备为满足日益提高的安全运营标准产生的产品更新和升级换代而带来的市场需求。 

 

（三）军工新材料行业 

兵器工业尤其是弹药领域与普通民用工业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兵器工业虽然同样受国

民经济波动等经济规律的影响，但受到战争规律、国家战略、国防政策的影响更大。兵器研制和

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平时部队训练、储备以及军品外贸需求，战时能迅速响应,保证武器装备的生产

能力,以满足战争需求。二是兵器工业的布局服从国家战略需要,以国防建设和战略安全为中心,并

在各个战略区域进行平衡分布,以便战时兵器工业不会因为主要生产基地遭到破坏而停止运转。 

我国武器装备进入跨代建设时期，推进军事实战化训练、人员开支等均需要庞大的军费支撑。

2021 年我军实战化军事训练仍将维持从难从严的常态化；实战化训练频率和强度提高，将导致武

器装备检测维修频率加大、导弹等消耗品的需求量的增加。 

随着我国武器装备进入迭代期，对特种合金、复合材料及电子元器件的需求大幅增加，需要

使用大量的钽铌等稀有金属作为原材料。随着国内工艺技术水平的提升及进口替代的加速，新型

复合材料进入军工领域的步伐加快。 

 

（一）民爆一体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民用爆破器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爆破服务一体化，是全国产品种类最齐

全的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及工业索类等民用爆破器

材，同时为矿山、基建项目等提供爆破服务。 



1、采购模式 

实行“主要原材料和物资由公司统一组织采购；一般原材料、辅助原材料和一般物资由子公

司自行采购，向集团公司生产保障部备案”的管理模式。 

公司制定了《物资采购管理办法》、《物资采购招投标管理制度》、《物资采购管理办法》、《物

资采购管理实施细则》、《物资采购计划编制及申报》等采购相关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日常

采购工作。 

2、生产模式 

公司销售分公司在年底与客户签订来年的框架合同，合同中注明来年的采购量。以该采购量

为基础，销售分公司对下年的民爆产品销售进行预测，编制下年的民爆产品销售计划，公司生产

保障部按照产销平衡原则，结合各子公司的生产凭照能力，编制公司及各子公司年度生产计划。

各子公司根据销售情况在月底编制相应的下月度生产计划，并报集团公司生产保障部。客户每批

产品采购，向公司发出具体订单，公司根据订单需求对生产计划进行调整，并严格在安全生产许

可的品种、数量范围内进行生产。同时，常规产品一般按照制定的生产计划安排生产，但对客户

有特殊规格、特殊包装要求的产品则以销定产。 

3、销售模式 

除江铜民爆专注为江铜股份矿山开采提供爆破服务一体化服务外，公司采用“以流通公司经

销方式为主、以终端用户直销方式为辅”的销售方式，通过设立销售分公司，统一销售各子公司

的民爆产品。鉴于各子公司的生产许可均统一在公司生产许可证下，根据公司的销售管理办法，

各子公司产品均以“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对外销售，各子公司的产品先销售给公司，

再由公司销售给客户，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授权子公司进行销售、开具发票。 

 

（二）轨交自动化及信息化 

公司依托控股子公司太格时代为业务主体，致力于轨道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工程和信息化工程

业务，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铁路供电综合 SCADA 系统、铁路供电生产调度指挥系统、轨道交通运

维监测综合服务等。 

1、采购模式 

太格时代的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具体包括按订单采购和计划采购。订单采购是以销售为

指导，采购部根据具体项目的物料清单、结合库存情况实施订单采购。计划采购结合本行业季节

性特点，针对采购周期较长、随采购周期价格波动较大及标的公司常用且量大的标准化物料，按



备料管理相关办法有计划地进行采购。因产品主要是定制化产品，除部分相对通用的原材料为计

划采购外，大部分原材料采购为按订单采购。 

2、生产模式 

由于产品的定制化特征明显，太格时代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按照订单组织生

产。同时充分考虑用户定制化需求，一般是在通用研发、设计基础上进行定制化生产。具体分工

包括技术部负责项目的集成设计，研发部组织定制化需求的产品开发，生产制造中心依据生产计

划组织板件、半成品、装置生产、组屏生产及出厂调试。 

3、销售模式 

太格时代获取合同订单的主要形式是参与铁路、地铁等轨道交通系统中自动化相关项目的招

标，具体方式有公开招标、邀请投标、单一来源及竞争性谈判。在这种销售模式下，客户通过对

投标方公司技术实力、产品技术规格及服务质量、历史业绩、价格等标准进行综合评分后，确定

中标方。 

 

（三）军工新材料 

公司依托控股子公司澳科新材，专注于新材料研发与推广。澳科新材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具备武器装备科研三级保密资质、二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GJB9001C-2017、装备承制单位资

质、安全生产标准化资质。澳科新材在毁伤材料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及研发，取得了系列化

的研发成果和产品，如 AK17、AK18 及非金属材料 LH丝团等产品已陆续向下游客户交付。 

（1）采购模式 

澳科新材的主要产品通常采取“以销定采”的采购模式，由专门的采购部门负责。采购人员

根据销售部门的订单要求、生产部门的生产安排制定采购计划。在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后，质

量控制部门将对采购内容进行质量检查，合格后方可入库。通过“以销定采”的采购模式以及与

销售部门、生产部门的良好配合，能够有效地降低库存成本。 

（2）生产模式 

澳科新材主要的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标准备货”。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根据合同

订单的具体条款以及客户的需求，进行技术方案研制、原材料采购，并合理编制生产计划安排生

产，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生产工艺操作，实施全面质量控制。产品最后经过质检部门质量检测，

合格并封装后准时送达客户指定接收地点，客户验收入库后开具收货凭证。澳科新材的生产由制

造部负责，制造部根据订单编制生产计划，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做好所需合格材料的提供，质量



控制部进行产品质量进行监视和把关，检验合格后由仓库发货。 

（3）销售模式 

澳科新材作为军工装备配套零部件供应商，直接客户为军工装备生产厂商，最终用户为装备

使用单位，钨基新型毁伤材料是其军工装备配套零部件的主要产品、也是其主要二级和三级配套

产品，即澳科新材直接向装备总装单位供应。基于安全性、可靠性、保障性的要求及保密考虑，

本行业内的产品通常由研发企业作为定型后保障生产的供应商。澳科新材主要通过持续跟踪用户

需求、承担用户新型号产品的科研任务，进入该型号产品的配套供应体系从而获得产品订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1年 

2020年 本期

比上

年同

期增

减
(%)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988,123,972.83 1,754,958,809.16 1,704,382,479.89 13.29 1,440,870,378.45 1,439,038,55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40,063,959.61 192,039,392.30 193,336,213.08 25.01 141,307,673.25 143,593,19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3,422,377.40 171,822,634.15 171,212,365.55 30.03 120,375,577.20 119,300,03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2,682,755.23 273,862,887.39 274,049,895.59 14.17 178,381,145.48 183,068,960.09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期

末比

上年

同期

末增

减（

%） 

2019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95,186,105.57 2,178,958,410.39 2,188,872,181.15 19.10 1,970,792,582.77 1,974,411,532.74 

总资产 4,375,598,881.89 3,782,312,999.49 3,721,109,243.85 15.69 3,271,055,494.52 3,256,577,675.3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44,481,624.30 469,147,976.68 522,533,642.08 651,960,72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249,008.68 55,186,701.65 67,110,489.03 85,517,76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7,231,030.77 52,310,683.02 64,990,538.61 78,890,12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059,748.73 62,499,680.58 97,504,766.54 199,738,056.8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前期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7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92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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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西省军工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0 295,936,220 50.74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西鑫安信和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0 46,061,092 7.90 0 质押 19,06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西钨业集团有

限公司 
-2,250,000 35,825,352 6.14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剑群 1,167,544 10,271,327 1.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梁成喜 -888,100 5,943,900 1.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廖欢 3,073,408 3,073,408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梁涛 0 2,086,724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熊旭晴 0 1,96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贾春 -603,700 1,841,3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共孙 0 1,764,000 0.30 0 冻结 1,764,0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军工控股直接持有鑫安信和 15%股权，梁成喜与梁涛之

间系父子关系。除上述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8,812.4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29%。其中：实现民爆一体化

业务营业收入 132,019.88 万元，比上年增长 8.76%；轨交自动化及信息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1,866.8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57%；军工新材料业务营业收入 14,104.98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4%；其他板块业务营业收入 20,820.68万元。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31,599.57万元，比上年增长 23.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006.40万元，比上年增长 25.01%。 

2021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437,559.89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15.69%；净资产 306,863.69万元，

比上年末增长 18.23%，资产负债率 29.8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