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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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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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股份 60303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晨晖 张雷 

电话 0576-83518360 0576-83518360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下坑村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下坑村 

电子信箱 sanweixiangjiao@yeah.net sanweixiangjiao@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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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7,190,551.68 1,838,471,938.71 11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34,844,828.75 1,188,420,989.26 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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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70,335.99 -127,144,991.96 4.74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781,422,834.68 506,901,205.85 5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4,691,238.78 42,983,274.29 14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3,214,635.36 41,865,823.74 14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5 3.08 增加1.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24 5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24 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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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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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继跃 境内自

然人 

37.14 113,075,103 113,075,103 质押 68,404,000 

吴善国 境内自

然人 

18.72 56,990,769 56,990,769 无 0 

张桂玉 境内自

然人 

6.44 19,600,000 19,600,000 质押 14,686,000 

金海兵 境内自

然人 

4.16 12,655,815 6,775,815 无 0 

叶继艇 境内自

然人 

3.35 10,200,681 10,200,681 无 0 

叶军 境内自

然人 

1.93 5,880,000 5,880,000 质押 5,880,000 

景公会 境内自

然人 

1.74 5,292,280 0 质押 5,292,000 

广西众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4 4,065,488 4,065,488 无 0 

叶双玲 境内自

然人 

1.16 3,528,000 3,528,000 无 0 

黄志强 境内自 1.15 3,504,556 0 无 0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叶继跃和张桂玉系夫妻关系。叶继跃和叶军系表兄弟关

系。叶继跃和叶双玲系兄妹关系。叶继艇为吴善国配偶的兄

弟，叶继艇与众维投资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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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增长，产销量同比增加。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职责，根据

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了科学决策，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上半年累计实

现营业总收入 78,142 万元，同比增长 54.1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469 万元，同比

增长 143.56%。 

2019 年的橡胶产业市场态势稳中有升，基本面良好。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环保政策的升

级，橡胶制品行业的准入门槛加高，资质欠缺的小企业正面临持续性的淘汰，行业的集中度进一

步提高。2019 年 1-6 月胶带行业市场情况趋好，因下游市场需求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全国

水泥行业同比增长 6.8%，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7.9%、9.9%、11.4%，原煤、

电力等行业也均有小幅增长，橡胶行业的市场容量得到一定扩大。 

轨道交通产业市场发展迅猛，铁路轨枕迎来发展良机。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18 年交通

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18年底，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为 5,295.1 公里，增加 711.8

公里，同比增长 15.53%。2012-2018年，中国城市轨交运营线路总长度年复合增长率为 17.06%。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国家批复的线路总规模达 10,706 公里，已运营线路 5,643公里，其中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增长最快，目前在建规模达 5,063 公里。铁路轨枕的市场空间逐年扩大，正

是产业快速发展的窗口期。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1、加快投资项目建设，推进产业链布局 

浙江三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涤纶丝和聚酯切片项目已完成建筑十多万平方米，项目各类基础

建筑和设备安装的平均完成率达 90%以上。橡胶 V 带整体迁建项目于 4 月份启动建设，目前已基

本完成桩基施工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 



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项目的主厂房主体已施工完成 30%左右，其他土建部分准备基础

开挖，设备安装锅炉主体安装已完成 80%左右，环保设施机务安装完成 60%左右，烟囱和场外管网

计划现已进场施工。 

2、扩大铁路轨枕投资，发展第二核心业务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经

营发展战略，与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广西三维以现金认缴出资 6,600 万元，占 66%,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认缴出

资 3400 万元，占 34%。该合资公司成立后，公司将以成都为支点，积极开拓四川铁路轨道建设项

目，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铁路轨枕产业的经营业绩。 

3、持续推进立体营销，深耕市场扩大业绩 

公司在报告期内与神华集团、中煤集团、河钢集团、宝武钢铁等诸多战略客户保持着紧密的

合作关系，业务发展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时，公司秉承立体式营销理念，将服务推向前台，缩短

客户距离。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营销工作计划，组织营销团队和技术团队，在辽宁、吉林、

黑龙江三省召开全省经销商座谈会，调研市场需求、推广新产品，与客户实现零距离的技术和业

务交流；在广州、德国，分别参加了春季广交会、国际陶瓷工业展、德国宝马展等大型工业展览

活动。通过深入了市场需求、展示公司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实现业绩增长。 

4、加强技术升级改造，深挖潜力节能扩产 

随着产业政策的环保升级，工业绿色发展的路线大势已定。在此大环境下，公司积极主动深

挖潜力，持续推进生产线的技术升级改造。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完成了 PVC 整芯阻燃输送带智能

车间、3.2 米钢丝绳芯输送带自动化成型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并投产；同时，各项生产技术改造项

目也在持续开展，其中，由公司自主设计的蒸汽平板硫化机蒸汽自动控制系统改造项目，预计完

成后可实现年节能 5,000 吨原煤、每年节约用煤成本 350 万元以上，实践了公司向环保要效益的

创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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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42,831,353.44 
应收票据 124,705,894.66 

应收账款 418,125,458.7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39,157,200.09 
应付票据 59,900,000.00 

应付账款 179,257,200.09 

2)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



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

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

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

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

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

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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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