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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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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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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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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圣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4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艳

张潇

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
汉大道 99 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
汉大道 99 号

电话

023-68239069

023-68239069

电子信箱

ir@cqssgf.com

ir@cqss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现有建材化工和医药制造两大业务板块。
建材化工板块主要产品为商品混凝土、减水剂、膨胀剂、硫酸。其中，商品混凝土、减水剂、膨胀剂为建筑材料产品，
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水利水电等；硫酸主要用于生产化肥及化工、轻工、纺
织、钢铁、减水剂等非化肥用酸企业。得益于公司在建材化工板块的产业链布局、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强有力的技术储备，公
司在预拌商品混凝土及外加剂领域依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医药制造板块主要产品为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产品。医药中间体包括盐酸普鲁卡因、头孢西丁酸中间体、氯霉素
中间体、氨曲南中间体、奥利司他中间体等，主要应用于抗生素药、抗丙肝药物索非布韦、糖尿病药物坎格列净、苄星青霉
素及头孢西丁、普鲁卡因青霉素及化妆品等，其中氯霉素中间体、盐酸普鲁卡因中间体等产品均占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原料
药产品有对乙酰氨基酚、盐酸氯哌丁、甲磺酸左氧氟沙星、贝诺酯、盐酸普鲁卡因、盐酸苯海拉明等20余种，制剂产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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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氨酚苯海拉明片、盐酸氯哌丁片、克拉霉素缓释片、双氯酚酸钠肠溶片、对乙酰氨基酚片、法莫替丁片等80余种，主要
应用于解热镇痛、抗病毒、抗菌、咳嗽、过敏、局部麻醉等方面，其中，法莫替丁、双氯芬酸钠、硝苯地平、对乙酰氨基酚、
呋塞米、诺氟沙星等均为国家基药品种，是用于满足基本药品需求的临床常用药物。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业务涉及建材化工和医药制造行业，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根据自身实力、宏观经济形势、
市场变化，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公司始终把建立可靠的生产经营供应链系统作为物资供应管理工作的出发点，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特性及不同类别的采
购物资属性建立不同的采购模式，进行区域整合，提高议价能力，主要有招标采购、集中定点、长期战略合作等多种模式。
2、生产模式
公司的所有产品均为自主生产。对于非标准化产品，如商品混凝土、减水剂、医药原料药和中间体等，公司采取订单式
生产模式，以销定产。对于标准化产品，如膨胀剂、硫酸，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规律和产品生产特性，实行库存式生产模式。
3、销售模式
公司的商品混凝土、减水剂、膨胀剂和硫酸均为自主销售。因商品混凝土、减水剂为非标准化产品，售后服务为销售环
节中的重要环节。公司的医药中间体产品实行自产自销与定制生产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其中自产自销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
为辅。药品分为原料药和制剂产品，原料药采用直销模式，制剂产品实行代理模式。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三圣建材主要实行订
单制销售，三圣药业目前主要实行招投标的销售模式。
（三）行业基本情况
1、建材化工板块
建材行业是中国重要的材料工业，广泛应用于建筑、军工、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和人民生活等领域。建材行业的发展与
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国家投融资政策，特别是受基
础设施投资及房地产投资规模等影响。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环保化同步推进
的关键时期，行业发展具有广阔空间。
建材行业区域性特点非常强，受当地人口趋势、经济增速、政策支持、基建投入影响很大。公司建材化工板块的收入大
部分来源于商品混凝土并主要集中于重庆区域，长远发展得利于公司所处的市场地利。重庆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
市，定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等，区位优势
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
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同时，重庆拥有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高新区、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一批国家重要开发开放平台，使重庆享有多重政策制度红利和先行先试的开放创新机制优势，且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使未来一段时期市场对建材产品的需求继续保持高位。
2、医药制造行业
医药制造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是一个与居民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
产业。医药行业代表着最新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是我国政府倡导和扶持的重点产业。大力发展医药产业，对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根据IMS Health的数据，自2015年起我国医药市场规
模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同时中国现已成为全球化学原料药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也是全
球最大的化学药制剂生产国。近年在国家一系列医改政策的实施引导下，中国医药产业正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转变。
自实施多元化战略，通过并购及项目投资，公司已完成在医药研发、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制剂方面的全产业链布局，
2020年随宏观经济和市场发展我司自主研发、市场开拓等紧跟市场变化，形成以中间体和原料药为基础、以制剂为核心的医
药制造业务，为公司贡献业绩。医药中间体是指在化学药物合成过程中制成的中间化学品，属精细化工产品。医药中间体的
上游行业是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下游行业是化学药品原料药及制剂制造业。化学药品制剂产品需求具有一定刚性，是国内
医药行业中的支柱产业，关系着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化学
原料药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化学药品制剂生产国。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在市场波动相对较大的环境下实现盈利，主要归因于：
1、建材化工板块坚持持续发力，在新冠疫情延迟开工及环保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下，通过加强内部管理、优化供应与
生产、调整主要产品价格等多种措施，实现了盈利。
2、通过多元化业务模式，实现“建材化工+医药制造”双轮驱动，且受益于强化管理、优化产品、拓展销路等措施，医药
制造板块实现了盈利
3、实施国际化战略，随着海外项目的竣工投产，投资已初见成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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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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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2,549,509,857.65

3,180,117,049.92

-19.83%

2,865,241,75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436,772.60

124,835,098.47

-41.17%

110,837,99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631,697.38

115,756,564.29

-55.40%

97,709,795.03

140,899,447.36

154,662,019.19

-8.90%

-85,464,59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00

0.2890

-41.18%

0.25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00

0.2890

-41.18%

0.2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8.18%

-3.39%

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4,877,608,615.06

5,025,238,817.6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94%

5,037,422,383.23

2018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5,966,359.02

1,554,689,593.61

-2.49%

1,507,714,030.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68,819,354.78

661,473,842.06

708,821,299.62

710,395,36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30,267.92

25,341,564.16

2,129,346.74

25,635,59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50,798.42

24,094,013.40

734,484.25

10,352,40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797,339.81

-131,613,110.44

-42,575,575.13

216,290,793.1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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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17,403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9,40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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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先文

境内自然人

40.48% 174,886,710

174,886,710 质押

170,414,900

周廷娥

境内自然人

7.23% 31,223,816

31,223,816 质押

26,220,000

潘呈恭

境内自然人

6.88% 29,700,000

7,425,000 质押

29,700,000

王南彬

境内自然人

5.00% 21,600,000

陈少欢

境内自然人

1.23%

5,300,000

5,300,000

简炼炜

境内自然人

1.16%

5,000,000

5,000,000

李莞生

境内自然人

1.06%

4,600,000

4,600,000

2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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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品一

境内自然人

0.94%

4,060,000

4,060,000

张翠玲

境内自然人

0.88%

3,790,000

3,790,000

刘莹

境内自然人

0.64%

2,750,000

2,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潘先文、周廷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呈恭为潘先文、周廷娥夫妇之子
动的说明
陈少欢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30 万股，简炼炜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00 万股，李莞生信用证券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户持有 460 万股，聂品一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06 万股，张翠玲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79 万股，
说明（如有）
刘莹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75 万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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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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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世界级新冠疫情加快了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进一步缓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
复杂。与此同时，国内实体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一度停滞，整个市场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缓冲，实体经济发展尤为困难。行
业企业持续面临主要原料供应紧张、价格上涨且要求全现金采购而加重的资金负担，市场竞争恶化而导致垫资加大、收款艰
难，不断升级的环保要求造成的成本上涨，经营压力加剧。三圣股份在2020年这一特殊的市场环境下积极应对，及时调整战
略方案，受益于多元化、国际化业务模式，主要产品价格调整及医药板块顺应市场调整生产经营模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
司克服了巨大困难，保持了海外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实现全公司营业收入2,549,509,857.65元，同比仅下降19.83%。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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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混凝土

1,562,030,608.89 1,295,862,541.47

药品及中间体

664,916,596.01

433,382,408.58

20.54%

-25.36%

-26.13%

4.37%

53.42%

-4.67%

-15.73%

27.1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发生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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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17,025,040.15
-17,025,040.15
预收款项
16,112,369.03
16,112,369.03
合同负债
912,671.12
912,671.12
其他流动负债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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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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