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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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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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友化工 60040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印江 徐小华 

电话 0315-8511642 0315-851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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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sanyou-chem.cn zhengquanbu@sanyou-che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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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8,291,638.10 24,804,147,936.68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55,246,564.17 11,260,903,038.58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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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804,552.76 337,080,852.70 216.78 

营业收入 7,981,944,835.55 10,478,428,474.46 -2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345,377.19 390,405,316.79 -16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908,890.62 383,816,440.74 -175.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3.49 减少5.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5 0.1891 -169.0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5 0.1891 -16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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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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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36.20 747,352,346 0 无 0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8.10 167,257,721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2.95 60,813,3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5 21,770,487 0 无 0 

唐山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97 19,958,816 0 无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未知 0.87 18,036,500 0 无 0 

邵一凤 
境内 

自然人 
0.65 13,360,000 0 无 0 

代德明 
境内 

自然人 
0.63 12,999,917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7 11,752,572 0 无 0 

覃湘楠 
境内自

然人 
0.49 10,067,58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唐山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是三友集团的

股东，碱业集团是三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

本公司未知悉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

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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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品种一） 

15三友 01 136105 2015.12.17 2020.12.17 15,346,539.39 4.20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品种二） 

15三友 02 136106 2015.12.17 2022.12.17 513,612,558.76 5.30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18三友 01 143094 2018.07.25 2023.07.25 628,301,281.97 5.38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 

18三友 03 155030 2018.11.19 2023.11.19 615,119,963.27 4.75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19三友 01 155275 2019.03.25 2024.03.25 603,979,502.30 4.43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疫情防控债） 

20三友 01 163166 2020.02.24 2023.02.24 602,872,024.68 3.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3.41   51.4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90   6.6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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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形势持续恶化，经营

压力远超以往，各项挑战前所未有。面对严峻形势，公司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

部署，紧扣全年任务目标，变压力为动力、变冲击为出击，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

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经营业绩逐月减亏，经受住了严峻考

验。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及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效益攻坚为主线，全员行动、全力攻坚，二季度各项经营指标较一季度实

现明显好转。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市场因素影响，公司各主导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产销承压明显，

售价对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幅度不足以弥补售价的下降，致使公司归属于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168.99%。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共生产纯碱165.17万吨，粘胶短纤维35.04万吨，PVC(含专用树脂)19.74

万吨，烧碱23.42万吨，有机硅环体5.87万吨。实现营业收入79.82亿元，利润总额-3.98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2.69亿元，实现每股收益-0.1305元。  

二、主要工作情况 

1．坚持做好疫情防控，确保生产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极大影响。面对严峻形势，公

司管理层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落实董事会及上级部署，在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上持续发力，不断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控网络，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

有效救治的防控机制，积极引导职工做好防护，将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全公司实现了零输入、

零感染，为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司生产经营平稳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公司还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向社会及贫困村捐赠消毒液，助力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2．持续做优循环经济，提升产业竞争力 

面对行业发展困境，公司及时调整投资方向、力度和节奏，升级旧的、培育新的、发展好的，

不断提升循环经济优势。报告期内，投资2.3亿元，累计开工工程项目173项（重点项目24项），完

工投运82项，循环海水系统改造等9项重点项目完工投运。其中氯碱公司2万吨/年PVC特种树脂改

造项目于5月底投产，成为公司效益增长点；硅业公司年产300吨电气封装胶项目顺利投产，有机

硅产品种类增加，单体自用率进一步提高。抓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提铜固渣焚烧等七项重



点环保项目建设，持续开展“三废”治理，坚守安全生产及环保底线。 

3．内强管理外拓空间，效益攻坚成效显著 

面对严峻形势，公司在推动改革创新、管理创效上持续用力，坚持“内强管理、外拓空间”，

深入开展全员、全面、全过程挖潜、拓市场，公司效益攻坚成效显著，利润逐月向好。加强生产

组织、节能降耗挖一块，公司氨耗、盐耗等10项指标再创历史最优；强化成本管控，盘活存量物

资，修旧利废多一块；推进节支降费，压缩支出省一块；优先支持83项“短平快”项目建设，项目

创效增一块；加强惠企政策研究，政策支持争一块。经营上抓“效”，因势调整、借势出击。狠抓

国内市场扩量，纯碱、PVC腹地销量分别增加5%、11%，粘胶内销同比增量13%，有效对冲出口

损失；高白纤维、次氯酸钠、专用树脂手套料等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立足国际形势变化，

积极开拓新兴市场，进口盐由印度向澳洲转移；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

纯碱出口至东南亚。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企业生命线。完成6亿元公司债发行，票面利率3.50%；

推进10亿元中期票据发行，8月获准注册。 

4．强化创新驱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推动体系升级。理顺科技研发组织管理体系，完善科技创新各项管理制度，制订《课题制实

施细则》，强化研发创新管理，推进新型研发体系建设。推动平台升级。稳步推进与天津大学等院

校企开展的"无汞触媒"等产学研合作活动；氯碱公司省级聚氯乙烯技术创新中心获河北省科技厅

立项批准。推动技术升级。报告期内，着力实施 285 个创新项目,确保甲基硅油等重点成果转化取

得新突破；列入省部级科技计划 3 项，其中"PVC 散装自动装车系统研发"等 2 项列入石化联合会

科技计划，盐化合作申报"干热岩"项目列入省计划；获得授权专利授权 35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

推动产品升级。竹浆纤维成功通过国际 FCS 组织认证，高端硅油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产业化，电

气封装胶一次试车成功。继纯碱、化纤、氯碱公司后，硅业公司再获省政府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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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七届十次董事会和七届十次

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及时履行了披露义务，具体变化及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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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王春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