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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8                            证券简称：三环集团                            公告编号：2019-42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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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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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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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环集团 股票代码 3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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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瑞英 吴晓淳 

办公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凤塘三环工业城内综合楼 广东省潮州市凤塘三环工业城内综合楼 

电话 0768-6850192 0768-6850192 

电子信箱 dsh@cctc.cc dsh@cctc.cc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62,286,574.39 1,776,530,676.35 -2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8,885,369.17 551,849,594.75 -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26,406,144.59 524,231,428.45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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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2,523,073.39 513,106,258.38 9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2 -1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2 -15.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3% 8.65%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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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9,680,947.46 8,486,979,414.21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08,422,831.12 6,991,943,237.21 1.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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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三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2% 645,357,856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0% 55,739,899 0   

张万镇 境内自然人 3.07% 53,592,000 40,194,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8% 27,502,680 0   

谢灿生 境内自然人 1.21% 21,173,600 15,880,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20,306,669 0   

徐瑞英 境内自然人 1.13% 19,700,480 14,775,36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价值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9% 19,000,033 0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92% 15,955,438 0   

郑锐斌 境内自然人 0.85% 14,893,8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潮州市三江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张万镇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潮州市三江

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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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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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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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走自主研发路线，坚持“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调研一代”的产品策略，不断推进新产品

研发，确保公司有足够的发展动力。报告期内，经过十余载的研发与技术沉淀，公司牵头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电堆工程

化开发”项目在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等相关领导的现场见证下正式启动，顺利进入实施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申报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电堆工程化开发”项目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重点

专项2018年度项目，公司为广东省同批次唯一入选该计划的上市公司，此次项目的获得，是对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大肯定与支

持。国内的燃料电池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前景光明，公司将会抓住契机，为成为国内燃料电池领域的领军者而不懈努力奋

斗。 

受宏观环境的影响，电子行业需求出现萎缩，下游厂商去库存比较明显。报告期内，公司相关产品销售额跟随下滑。同

时，挑战中充满机遇，当下，部分国内厂商开始重整供应体系，加快订单转移，这将加速国产替代进程，公司将把握时机，

不断开发、引进新客户，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228.6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3.32%；营业利润55,278.3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7.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6,888.5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03%，主要原因是受国际贸易摩擦以及电子产品行业整体

需求放缓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电子元件及材料、半导体部件、通信部件销售额跟随下滑。公司营业成本66,028.98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22.02%，主要原因是随着收入减少，营业成本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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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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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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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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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议通过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主要影响如下： 

主要变更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不再列

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不再列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列示；将“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

个项目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2,079,462.00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

余额500,000.00元；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520,694,398.36元，期初余额749,026,410.85元；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617,081,792.49元，期初余额797,585,235.83元；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0.00元，期初余额0.00元；“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97,245,435.11元，期初余额246,117,400.73元。 

2）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反映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计提各项

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将“减：资

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本期发生额10,235,508.01元，

上期发生额0.00元；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从本期起不再包含坏账

损失发生额，本期发生额0.00元，上期发生额-44,799,926.92元； 

“营业总成本”项目不再包含“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本期发生额

910,313,015.37元，上期发生额1,116,286,552.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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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4月22日，Vermes Microdispensing GmbH在韩国成立新的子公司Vermes Microdispensing Ltd.，从成立之日起，Vermes 

Microdispensing Ltd.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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