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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ST 三维                        公告编号：2017-072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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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国胜 董事 出差 刘永安 

闫保安 董事 出差 刘永安 

田旭东 董事 出差 李红星 

李存慧 独立董事 出差 王彩俊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三维 股票代码 0007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国胜 冯李芳 

办公地址 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357-6663175 0357-6663423 

电子信箱 sxsw000755@126.com sxsw000755@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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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17,337,137.70 1,979,490,882.25 -4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8,070,244.51 -287,923,002.88 1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1,213,140.82 -289,936,965.64 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395,054.01 95,384,007.51 -364.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61 -16.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61 -1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9% -33.87% 26.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159,993,023.18 5,151,653,656.8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1,137,415.54 539,064,960.28 -44.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5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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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三维华邦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9% 130,412,280 0   

山西省经济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5% 12,416,539 0   

山西省国新能

源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 12,268,400 0   

山西省经贸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6,000,000 0   

陈钢 境内自然人 0.53% 2,500,000 0   

顾鹤富 境内自然人 0.34% 1,578,154 0   

张元贵 境内自然人 0.24% 1,132,600 0   

林瀚 境内自然人 0.23% 1,069,685 0   

杨旭 境内自然人 0.21% 990,300 0   

李国英 境内自然人 0.20% 952,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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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受国内宏观经济、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所处有机精细化工行业依然疲软，产品价格

竞争激烈，企业经营形势仍然困难。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调整产品结构、推进整组提效、严抓成本管控、保障资金安全等重

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 

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1733.71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43.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07.02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亏17.31%。总资产515999.3万元，同比增加0.16%；净资产30113.74万元，同比降低44.14%。 

报告期内，一是公司积极推进了PVA系列产品的研发工作，重点开展了特殊品种PVA研发和PVA下游工艺技术研发；通

过自主研发及与朝鲜科学院咸兴分院合作的方式，积极推进粘合剂系列产品研发；通过加强与国内重点院校的合作，开发、

优化BDO系列产品生产工艺，不断增强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提升生产效率，增大公司的经济效益，提升公司在行业

中的竞争地位。二是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对三大系列产品的市场、客户进行开发、跟踪、维护，通过重点摸排、潜力

开发、走访推广、大力开发直供户、签订长期合约等措施，积极开拓市场，先后开发了15个大客户，确保销售稳定。此外，

在充分发挥电商平台作用的基础上，开发微信销售平台，建立信息沟通网络，加强统一管理。三是持续开展改革发展和管理

提升工作，公司相继完成了人事管理、薪酬管理、培训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提升与对接工作。以“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

流程表单化、表单信息化”为目标，提升公司OA系统管理功能，加快实现公司信息化管理。同时，严明劳动纪律，加强纪律

作风建设；整治厂容厂貌，强化生产生活区环境治理及环保综合治理工作；积极探索重点单位管理模式改革，进一步提升工

作效率。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全力做好生产、安全、环保、设备升级改造、产品营销五项重点工作 

一是加强生产运行管理，提高生产连续性和稳定性。强化调度管理，及时协调解决影响生产的各类问题，尤其是公用工

程波动引发的间歇性问题。二是全力实现安全标准化二级达标。从硬件和软件方面查找存在的短板，重点抓好部分安全整改

工程，全面提升职业卫生管理、安全培训等工作，最终实现二级达标。三是全力实现各项环保指标达标。从源头控制“三废”

排放，重点抓好生化车间旧系统提标改造工程、高浓度废水臭气收集处理装置等18项环保工程。四是实现老旧设备升级改造。

五是持续抓好产品营销。突出差异化营销，将开发直供户和大经销商作为工作重点，通过精准把握市场信息，及时调整营销

策略，全力完成年度销量目标。 

（二）继续做好PVA、粘合剂、BDO三大系列产品研发，努力向下延伸产业链。同时，寻找与公路、房建市场融合的

契合点，将产品研发与市场需求深度融合，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以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原则，积极探索经营模式改革、薪酬制度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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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杨志贵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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