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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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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友化工 6004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印江 徐小华 

电话 0315-8511642 0315-8519078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sanyou-chem.cn zhengquanbu@sanyou-che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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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2,626,299.87 21,000,851,915.92 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085,390,500.65 6,959,268,294.70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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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520,080.57 554,420,020.54 9.94 

营业收入 9,989,444,084.44 7,345,566,458.73 3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2,132,622.89 293,798,652.07 22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36,469,978.83 303,599,748.01 20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99 4.63 增加8.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00 0.1588 227.455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00 0.1588 227.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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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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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37.15 766,882,992 27,027,027 无 0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8.10 167,257,721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95 60,813,300 0 无 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4 33,919,338 22,522,522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未知 1.45 30,000,000 0 无 0 

北信瑞丰基金－南京银行－ 未知 1.16 24,024,024 24,024,024 无 0 



长安国际信托－长安信

托·瑞华上汽定增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

红－团险分红 

未知 1.15 23,774,378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未知 1.09 22,522,523 22,522,523 无 0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09 22,522,522 22,522,522 无 0 

唐山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97 19,958,81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唐山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是唐山三友集

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是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

司未知悉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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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09 年公

司债券 

09 三友债 122037 2009.11.26 2017.11.26 994,992,779.22 6.32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品种 1） 

15三友01 136105 2015.12.17 2020.12.17 508,370,424.29 4.20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品种 2） 

15三友02 136106 2015.12.17 2022.12.17 508,971,113.61 5.3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8.55   64.5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52   4.6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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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公司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以全面

绩效考核评估为抓手，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创新驱动，强化运行管理，继续保持了历史最好、

行业最优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纯碱 173.80 万吨，粘胶短纤维 26.59 万吨，烧碱 27.01 万吨，PVC23.17

万吨，二甲基硅氧烷混合环体 4.84 万吨（含自用量 1.65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99.89 亿元，同比

增长 35.99%，利润总额 13.26 亿元，同比增长 209.0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62 亿元，同比

增长 227.48%。实现每股收益 0.5200 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推动产业升级 

做强做优循环经济，全面推进主业升级，实现从“扩量”到“提质”的转变。 

做优主业经济。公司四大支柱产业齐头并进，业绩再创新高，纯碱分公司、化纤公司、氯碱

公司、硅业公司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54%、136%、247%、1964%。化纤公司 20 万吨项目，土建

施工完成 78%，已进入土建工程装修和设备安装并行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支撑；氯碱公司 3.5 万吨/年 PVC、3 万吨/年烧碱技术改造项目、硅业公司 110 胶和含氢硅

油扩能改造项目达产达效；提效降本的 48 项“短平快”项目相继投用，成为公司应对当前严峻形势

的有力支撑。 

统筹多元发展。物流公司加快业务发展，积极拓展煤炭、氯化钾等外部市场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6.8 亿元，同比增长 316.52%。香港贸易公司取得银行授信 4.38 亿美元，境外融资 1.5 亿美元，

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大幅提升。氯碱公司专用树脂及副产品次氯酸钠产量进一步增加，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 38.84%。 

推进绿色发展。坚持“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循环经济结构、

加大环保投入。投资 4 亿元，加快烧碱蒸发装置节能升级、蒸汽凝结水系统余热利用等 36 个节能

环保项目，累计节约标煤 2300 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纯碱分公司碱渣综合利用

一期项目投料试车成功，成为公司循环经济的又一亮点。 

（二）加强科技创新 

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战略来抓，以平台升级、技术升级、产品升级推动产业升级。 

突出平台支撑。充分依托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用，与浙江大学等 11 家高等

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重点攻克行业内技术难题，120 多项专家课题稳步推进。省纤维素纤维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被列入 2017 年河北省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河北省有机硅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方案顺利通过河北省科技厅、发改委论证。 



加大创新力度。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36%。化纤公司推进莫代尔等差别化纤维规模化生产，

加快推进木材基纤维素转化等技术应用。氯碱公司 7 型、2500 型新产品投入生产。硅业公司加大

轮胎用脱模剂、硅油、硅树脂以及特种硅橡胶等产品研发力度，有效规避房地产去库存造成的市

场冲击。“粘胶行业高效节能减排技术”等 2 个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深度废水脱汞技术研发”等 4

项新技术被列入省科技指导计划。 

优化产品结构。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深、精、特”为目标，相继开展了 19 项新

产品研发。特别是依托产品技术创新优势，先后研发生产石墨烯纤维、负离子纤维、相变纤维、

竹炭纤维、黑快热纤维等多家客户的小批量个性定制产品 26 次，向定制化、差别化产品要效益。

氯碱公司高热稳定性专用树脂成功试生产。硅业公司国内最先进全自动装置的 1 万吨/年 110 胶项

目试车成功，将成为公司新的增效点。 

（三）强化运行管理 

狠抓供销市场。高端产品实现增量增效，食品级纯碱销量同比增长 12%，莫代尔纤维销量为

去年的 3.8 倍，氯碱 5 型以外 PVC 产量同比增长 17%，做到了差别化产品、高端化产品、新产品

销量“三个提升”，主导产品产销率、回款率全部 100%。供应坚持低成本、差异化操作，统筹国内

与国外、本地与外地各个渠道，原盐、木浆、电石、煤炭等大宗原燃材料采购均做到了优质优价。 

安全高效生产。各公司产量、消耗多次打破历史记录，纯碱、粘胶、PVC 月产创新高，硅业

流化床实现最长周期运行、二甲收率进一步提高，兴达浆耗、氯碱盐耗等 15 项消耗指标再创历史

最优。各公司充分利用限产机会实施计划检修，突出高产稳产，莫代尔纤维月产突破 2100 吨，矿

山公司在环保严峻形势下确保碱石足量供应。 

开展“四保一压”。保安全，全方位排查各公司生产隐患，整改问题 112 项，不断提升企业

本质化安全水平。保环保，加大环保投入，推进氯碱公司副产酸综合治理等项目，重点开展行业

内废弃物治理技术攻关，不断推动环保产业化，让绿色成为三友的底色。保现金流，顺利完成非

公开股票增发，募集资金 14.25 亿元，解决 20 万吨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同时大幅提高了公司资产负

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率。保廉洁，持续做好“健康、平安、安全”等活动“回头看”工作，加大

监督监察力度，有效防范廉洁风险。压成本，强化成本意识，综合运用各种降本措施，原料低价

增储、优化工艺大力降低生产消耗、加强可控费用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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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

要求，公司修改财务报表列报，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

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2017 年 1-6 月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金额为 5,088,741.97 元。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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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么志义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