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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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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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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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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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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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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人民

币（含税），共计 3,622.85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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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峰科技 60322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小力 /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阿里山街500号新疆雪峰科技

集团研发中心 

/ 

电话 0991-8801120 / 

电子信箱 xfmbzxl@sina.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以“科技、绿色、健康”为发展理念，围绕民用爆炸物品制造与工程爆破服务两大主业，

致力于打造国内外一流的民爆物品供应链服务与工程爆破一体化服务集成商。 

作为区域内民爆龙头企业，公司制造业务涵盖民用爆炸物品研发、生产、销售、运输等各环



3/8 

节，在区内主要地区和资源富集区建设有十余座混装产品生产点及两个包装产品生产基地。公司

主要产品包括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索类等三大类，品种丰富，规格齐全，极大满足爆破工

程多样化应用需求。 

公司定位于行业“爆破集成服务专家”，拥有专业化工程爆破服务团队，长期服务于区内矿

产资源开采，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全面覆盖工程爆破领域“钻、爆、挖、

运”全流程，具备爆破方案设计、爆破工程监理、矿山爆破一体化解决方案规划实施等专业化服

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聚焦主业，公司不断扩展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已由传统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单一化经营

模式向以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为支撑，矿山爆破一体化服务为引领，商贸与危货运输为保障的

多元化经营模式转变。聚焦未来，公司已由生产型企业向生产服务型企业转变，不断强化“以爆

带销、以销促爆、爆销协同”的市场服务体系，畅通产业内循环，优化民用爆炸物品制造供应链，

提升矿山开发治理服务链，向信息化、数字化转化，持续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三）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民爆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准，行业门类为

“C 制造业”，行业大类代码为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细分分类为 2671 炸药及火工产

品制造。 

民爆行业素来被称为“基础工业的基础，能源行业的能源”，产品被广泛用于煤炭、冶金等

采矿、建材开采、机械加工、水电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及城市建设和国防施工等多个国民经济领

域。因民用爆炸物品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殊属性，国家历来对民爆行业生产、销售、爆破施工等

环节实施严格的许可准入制度，并建立了完善的行业标准及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体系。 

“十三五”期间，行业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陆续出台发布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及目

标》《民爆行业安全管理水平提升三年行动》等政策指导性文件，行业本质安全水平稳步提升，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8.33%，五年间累计完成 1512 亿元。产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安全、环保型的现

场混装炸药与高可靠性、高附加值的数码电子雷管成为发展主力，现场混装炸药占比由 23.04%增

长至 28.57%，数码电子雷管产量由 179 万发增加至 11699 万发，排名前 15 位企业集团生产总值

约占行业总产值 60%，连续 7 年稳定增长，行业整体实现安全、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2020 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民爆行业“逆势”发展，总体运行情况稳中向好，在国内大

的经济背景带动下，生产企业主要指标稳定增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炸药产量同比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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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爆破服务收入同比增长约 11%。行业一体化进程逐步推进，直供比例稳步提升，工业炸

药直供比例连续三年保持 50%以上民爆市场，工业雷管直供比例达到 45%，连续七年实现增长。

民用爆炸物品主要原材料硝酸铵价格基本趋于稳定，总体呈现年初年末高、年中低的价格走势。 

2020 年，全国工业炸药产量同比增加 7.22 万吨，增速较去年有所下滑。有 16 个省份工业炸

药年产量实现同比正增长，西藏、大连、河南三地全年产量增幅超过 15%，天津、宁夏和河北三

地降幅超过 10%。全国工业雷管仅四川和山西产量超过 1 亿发，山东、新疆和广西三地增幅超过

10%，宁夏、大连和重庆降幅超过 25%。2020 年，公司生产总值排名行业第 15 位，爆破服务收

入在民爆生产企业中排名第 8 位，工业炸药产量排名第 16 位。 

 

图 1. 2016-2020 年行业工业炸药年产量变化图 

 

 

 

图 2. 2016-2020 年行业工业雷管年产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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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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734,030,235.37 3,444,797,243.57 8.40 3,046,142,023.18 

营业收入 2,028,588,329.24 2,134,695,052.22 -4.97 2,034,283,67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804,998.19 95,199,524.27 11.14 51,775,39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1,143,991.49 79,528,520.12 14.61 30,548,58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34,860,732.02 1,264,124,645.71 5.60 1,184,195,18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6,446,802.74 52,169,896.65 180.71 1,386,192.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1 0.145 11.03 0.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1 0.145 11.03 0.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17 7.80 增加0.37个百分点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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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98,830.44 500,315,730.61 687,009,701.29 681,564,06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402,633.89 44,937,839.67 79,232,143.88 15,037,64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8,470,173.77 38,681,186.15 75,832,582.71 5,100,39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7,855,134.91 82,225,089.11 12,399,248.80 119,677,599.7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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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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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9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483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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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雪峰投资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0 202,285,904 30.71 0 无  国有法人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6,580,000 41,420,000 6.29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广银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0 20,000,000 3.04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

材股份有限公司 
0 20,000,000 3.04 0 无  国有法人 

紫腾投资有限公司 0 12,780,000 1.94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淼 4,270,000 4,270,000 0.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康健 -100,000 4,000,000 0.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长青 0 4,000,000 0.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娟 0 3,730,082 0.57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钧 0 3,695,369 0.5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新疆雪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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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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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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02,858.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580.5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14%；2020 年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为 9,114.4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4.61%。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73,403.02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8.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3,486.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644.68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80.7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7%，较上年同期增加 0.37 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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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将现行的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统一为一个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公司与客户之间

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2）以“控制权转移”取代之前的“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

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进而在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相应的收入。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

一定条件时，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

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

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主

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区分、预收款项的处理等。 

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

同资产列示。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追溯调整 2019 年

可比数，本次新收入准则的执行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该准则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阜康雪峰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雪峰电子雷管有限公司 2 家公司，减少了巴州万安矿山工程有限公司、吐鲁番地区祥瑞

物资有限公司、乌苏市恒利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3 家公司。具体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

变更”。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34户，合并范围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