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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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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雅彬 

电话 0991—8801120 0991—8801120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

沟区温泉北路2号世界公元A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

沟区温泉北路2号世界公元A座 

电子信箱 xfmbzxl@sina.com xfkjny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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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6,810,49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2,826,666.21 1,125,823,051.8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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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46,839.00 -44,714,639.54 -21.77 

营业收入 485,060,548.91 377,752,425.30 2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6,491.82 10,365,283.82 -12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9,856.99 -18,209,937.39 8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0.85 
减少1.0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32 -1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32 -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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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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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30.71 202,285,904 202,285,904 无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72 64,000,0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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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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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 无  

紫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 19,100,000 0 未知 19,100,000 

宁波联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3 18,000,000 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家 2.26 14,874,096 14,874,096 无  

高能天南（南通）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4 6,170,000 0 未知 6,170,000 

新疆高联众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 5,267,2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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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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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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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 

2017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持续向好，随着国家对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加大，

民爆行业呈现好的态势。面对行业新常态，公司立足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大力实施提质增效、降

本增效等举措，将过程控制、对标管理等工作贯穿生产经营全周期。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48,506.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1 万元，较上年同期 1,037

万元减少 1,268 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母公司确认了搬迁补偿税后净收入 2,324 万元；2017 年上

半年扣非后的净利润为-209 万元，较上年同期-1,821 万元增加 1,612 万元。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①本期市场需求增加，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公司主业经营利润有所增加；②政府补助会计

政策变更，本期将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共计 911 万元，上年同期该类补助作为非

经常性损益计入营业外收入中。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重点工作： 

1.安全管理平稳有序 

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加强安全法律法规意识，组织

开展了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微型消防站建设、安全生产诚信建设。

扎实开展了“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和严格现场管理，强化技术与管理的配套性和适应性。进一步加强安

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强化员工安全培训教育，增强员

工安全意识。 

2.继续开展“提质增效、降本增效”工作  

（1）面对原材料上涨趋势，公司通过集中采购、加强采购环节的询价比价力度等手段，降低

材料采购成本；严控非营业性开支，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2）从

产品质量方面，公司通过加强质量过程管理，严把原材料入口关、现场管理关、工艺纪律关以及

严格质量考核制度等措施，提高企业各类产品质量，提升了产品竞争力；从市场服务方面，加强

售后服务质量，加大客户走访力度，提供技术支持，满足客户对产品的个性需求。 

3.积极开展对标工作 

为加强内部管理，找差距、补短板、立标准，积极开展对标管理工作。对内，着重对内部同

类企业之间进行对标，通过对比产品质量、单位生产成本、爆破成本等主要指标分析，提高内部

管理水平；对外，与国际、国内先进同行业上市企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先进指标进行对比，找

出差距，挖掘潜力，改进管理，全面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4.继续调整产品结构 



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在炸药产品供应上，通过调整包装炸药产能，增加混装炸药

生产能力，扩大混装炸药市场占有率；在工业雷管产品生产上，逐渐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倾斜，

发挥电子雷管产品技术优势，持续加大电子雷管的推广服务力度，提高高精度雷管、数码电子雷

管在主营业务中的比重。 

5.加大调整产业结构。 

公司着力提高爆破服务一体化业务比重，优化爆破业务结构，实现由生产型企业向服务型企

业转型，由单纯生产产品向为客户提供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转变，不断加大了对爆破工程业务链

的投入，报告期内，虽然爆破类服务营业收入已经超过生产类营业收入，但还远远不够，今后继

续加大爆破一体化服务力度，建立完善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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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财政部发布了财办会[2017]15 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进行了修订。根据本次修订后的政府补助会计准则要求，本公司对政府补助的会计政策做相应修

订，修订后的主要内容为：（1）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损益部分在报表项目中的其

他收益中列示，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损益部分在营业外收入中列示；（2）财政将

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企业提供贷款的，以实际收到的借款

金额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关借款费用；财政将贴息资

金直接拨付给企业的，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原会计政策为：企业的政府补助计入损益部分全部在营业外收入中列示。 

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修订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但对当期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各项目的影响金额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新会计政策 原会计政策 变动增加 

其他收益    9,108,848.15      9,108,848.15  

财务费用    6,991,957.49     7,491,957.49     -500,000.00  

营业外收入    1,923,033.59    11,531,881.74   -9,608,848.1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790,120.06    -2,790,120.06             0.00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89,856.99  -10,109,808.99  8,019,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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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