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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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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李宁女士因公未能出席审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现场会议，书面委托董事褚小东先生

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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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爱富 600636 三爱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莉 何兰娟 

电话 021-64823549 021-6482355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漕溪路250号银海大楼

A805室 

上海市漕溪路250号银海大楼

A805室 

电子信箱 bod@sh3f.com bod@sh3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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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9,187,695.20 4,158,912,471.92 2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84,032,319.10 2,479,430,582.59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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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8,204.65 134,086,947.83 -75.43 

营业收入 2,882,245,662.82 2,307,342,738.05 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199,820.22 43,882,014.64 13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1,154,008.54 40,518,329.03 19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6 1.56 增加2.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54 0.0982 139.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54 0.0982 1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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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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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国家 31.60 141,233,786 20,810,225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2.91 12,998,26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2.74 12,242,500 0 无 0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

恒泰华盛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9 6,232,668 0 无 0 

长安基金－招商银行－长安

景林定增创新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4 5,545,927 0 无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民投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6 5,199,306 0 无 0 

顾鹤富 境内自

然人 

0.87 3,894,032 0 无 0 



浙商证券资管－光大银行－

浙商汇金灵活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8 3,032,929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51 2,294,6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45 2,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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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总体运行平稳，各装置和子公司按照年度预算目标精心组织生产，取得

良好的运行业绩。 

截止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28.82 亿元，同比上升 24.92%；实现利润总额 2.27

亿元，同比上升 125%；实现净利润 1.77 亿元，其中：归母净利润 1.05 亿元。 

1、上半年，公司实现管理下沉，将合同签订、外委结算、设备采购、签字付款、生产计划、

库存管理、项目管理、内控管理等职能下沉至分、子公司，使其成为（或模拟成为）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的企业，公司本部组织实现精简，管理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销售实现矩阵式管理，

PTFE 产品销售团队采用下沉式管理，进驻常熟四氟分厂办公，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相关产品的切换

工作并确保在线产品满产满销。科研开发继续在原有专业研究室改革体制的基础上，以课题为单

位建立专业团队，推进课题项目负责制。 

2、2017 年 5 月 25 日，公司对位于上海市龙吴路 4411 号生产区域内的化工生产装置实施全

面停产，并于 5 月 28 日完成全部关停退料工作，为顺利完成退役装置的关停及拆除，公司全面部

署安全准备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吴泾区域拆除前的安全专项培训，就安全生产八大禁令、

危险作业安全规范、安全监护人要求、承包商管理、拆除区域内主要注意事项等内容，对各中介

施工队、监护人以及所有现场参与拆除的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并通过考试。 

3、上半年，公司运行总体平稳，各装置和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精心组织生产，FKM、PTFE、

PVDF、F1234yf、F113a、三氟乙酸等主要产品均实现满产满销，公司整体效益较好。 

4、随着产品布局到位，公司以“四进班组”为契机，强化内蒙古生产基地的基础管理工作，

重点推进 F142b、全氟丁基甲醚以及 PVDF 等项目的建设和技术升级工作，保证了内蒙生产基地上

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同时，利用地域优势，加大对 TRFE、PFBE、FC、PFD、TFOH 等含氟精细化学

品的开发力度。 

5、上半年，公司与意大利 SERSAR 公司签约成为战略联盟，双方合作在生产装置上进行聚合

配方以及凝聚配方的改变，合成特殊用途的双酚 AF 硫化氟橡胶的产品。目前已开发出低氟含量双

酚 AF 硫化三元氟橡胶产品，所得产品已经得到了用户的认证；同时，双方还在实验室进行过氧化

物硫化的三元氟橡胶研究开发，最终目标实现产业化。通过合作交流，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

高。 
6、上半年， 六氟丁烯、常熟中昊六氟丙烯项目建成投产；含氟共聚物、PT853（中试）项目



以及常熟三爱富六氟丙烯项目按计划如期推进； PFA、ETFE、F113a 及配套项目完成立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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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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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