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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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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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拟以 2017年末的总股本 15,016.6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人民币 2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33,320.00元。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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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孚股份 60393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么大伟 刘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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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315-5658273-729 0315-5658273-764 

电子信箱 yaodawei@tssunfar.com liumoyang@tssunfa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三氯氢硅、高纯四氯化硅、电子级二氯二氢硅、电子级三氯氢硅、氢氧化钾、硫酸

钾等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自主组织生产，主营产品生产连续、稳定。公司

依据市场情况制定生产计划，按计划组织生产，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同时公司具

有柔性化生产优势，可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硅粉、氯化氢、氯化钾等主要原料及其他辅料。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对于

不同原材料，采取不同的采购方式，保证原材料供应充足的同时，也保证了采购价格的合理性，

公司与各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原辅材料供应的及时畅通。根据

所采购的品种，公司采购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两种：对于氯化钾、硅粉、氯化氢等原辅材料及小金

额设备等以询价、议价的采购模式为主；对于大额固定资产以招标采购模式为主。 

（3）销售模式 

公司经过多年的市场实践，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销售体系和稳定的客户群体，对于不同产品，采

取不同的销售模式。对于终端客户相对集中的三氯氢硅产品、氢氧化钾液钾产品、高纯四氯化硅

产品，根据市场行情，以议价方式与终端客户直接签订销售合同；对于终端客户较为分散的氢氧

化钾固钾产品，则多采取经销模式进行销售。对于硫酸钾产品，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

式，两种模式相结合，充分发挥公司优势。 

3、行业情况 

详情请见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二部分之（四）“行业经营性信

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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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051,781,771.74 624,945,302.62 68.30 594,538,932.32 

营业收入 1,074,166,444.36 791,748,635.68 35.67 799,918,8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2,744,256.46 81,074,307.04 76.07 83,650,58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6,669,481.86 62,968,617.18 117.04 81,093,78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77,661,300.85 540,653,270.04 80.83 513,226,85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551,992.48 53,679,584.42 -134.56 5,211,79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 0.72 51.39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9 0.72 51.39 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05 15.15 增加3.90个

百分点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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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39,771.12 266,231,552.85 267,155,316.25 277,539,80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707,916.48 28,168,078.96 30,977,836.01 47,890,42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5,614,848.23 27,696,816.45 27,688,609.75 45,669,20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354,557.23 -11,960,143.88 -42,090,359.02 11,143,9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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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56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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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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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任靖 0 60,490,000 40.28 60,49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元亨投资 0 38,500,000 25.64 38,5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刘宽清 0 4,390,000 2.92 4,390,000 质

押 

3,390,000 境内自

然人 

陈贺东 0 3,500,000 2.33 3,5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东新 0 2,000,000 1.33 2,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银安盛增长动

1,419,908 1,419,908 0.95 0 无 0 其他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

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310,000 1,310,000 0.87 0 无 0 其他 

万柏峰 0 1,270,000 0.85 1,27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低碳新

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02,268 802,268 0.53 0 无 0 其他 

刘年惠 618,800 618,800 0.41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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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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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416.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274.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0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666.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7.04%；每股收益 1.0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1.0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7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9.05%，

较上年同期增加 3.90 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4%，较上年

同期增加 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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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

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

“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142,744,256.46 元；列示持续经

营净利润上年金额

81,074,307.04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其他收益：500,000.04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

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

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本年营业外收入减少 99,074.97

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971,979.70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上

年营业外收入减少

1,156,367.58元，营业外支出减

少 45,564.83 元，重分类至资产

处置收益。 

以上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实质影响，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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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无变化。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唐山三孚钾肥有限公司 

唐山三孚运输有限公司 

唐山三孚化学原料有限公司 

唐山三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