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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2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2018-58 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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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圣股份 股票代码 00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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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凯 丁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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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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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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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865,546.17 790,962,265.43 5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717,308.73 127,220,257.14 -4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605,557.74 60,330,113.09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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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577,885.22 209,765,974.90 -145.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9 -44.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9 -44.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 9.42%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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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9,659,710.02 4,237,184,337.14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6,776,300.94 1,416,141,007.37 3.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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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先文  49.37% 213,294,910 159,971,182 质押 140,440,900 

周廷娥  7.23% 31,223,816  质押 16,223,816 

潘呈恭  6.88% 29,700,000  质押 29,700,000 

UBS AG  0.99% 4,266,493    

潘先东  0.63% 2,700,000  质押 1,732,000 

周廷国  0.63% 2,700,000  质押 1,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35% 1,517,700    

陈都  0.25% 1,091,250    

李元发  0.23% 1,000,000    

曹兴成  0.23% 9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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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东为潘先文

之弟，周廷国为周廷娥之弟。陈都为周廷娥之妹夫，曹兴成为周廷娥之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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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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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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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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重庆三圣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7 三圣债 112608 2020 年 11 月 03 日 50,000 7.33%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1.56% 61.43% 0.1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36 9.64 -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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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建材化工+医药制造”双轮驱动的业务模式、主要产品价格调整及医药板块收入比重增加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公司保持了主营业务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持续增长。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6,865,546.17元，同比增长58.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66,605,557.74元，同比增长10.40%。公司医药业务因去年同期收购春瑞医化并表时间短，本期收入增幅较大、整体毛利

率同比下降；公司目前收入主要来源于商品混凝土并主要集中于重庆区域，商品混凝土主要原材料水泥、砂、石受环保冶理

及长江、嘉陵江河道冶理等影响，材料紧缺且价格大幅上涨，使公司生产成本费用增长较快，但因公司较好的成本控制能力

及产品售价的调整，收入增长较快的同时仍保持了一定的利润空间；公司硫酸业务受近几年国家环保政策的影响，下游客户

关停、转型较多，市场需求低迷使销售不佳，收入下降较快；受流动性收紧和金融去杠杆冲击的影响，公司融资压力及成本

上升明显，加之因融资额度增加利息支出加大的影响，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较快；近年来，公司加快发展步伐，实施多元

化、国际化发展进行产业布局，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导致阶段性费用增长较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倾力推进，计划项目如期完成既定目标。报告期内，埃塞俄比亚三圣药业医药项目建设完毕进入试生产，基本完

成药证体系的建立及技术转移资料等编制，获得相关证照，为后续正式生产和产品注册奠定了基础；百康药业二期项目试生

产顺利进行，目前正在申请GMP认证；对乙酰氨基酚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COS）获得欧盟药品质量指导委员会（EDQM）

受理，目前正在审查中；盐酸氯哌丁新工艺现场试生产取得成功，新工艺注册有序推进，为后续一致性评价工作开展奠定了

基础。 

（二）启动再融资工作，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报告期内，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股份工作，拟募集资金用于三圣医

药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以加大对医药板块的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品种，深化产业链布局。 

（三）加大技改力度，增强制造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技改力度，通过持续的工艺、技术的优化，提升生产效率，

增强工艺精度控制和制造能力，降低了部分产品生产成本，实现产量、质量的稳步提升。 

（四）以人才引进培养为重点，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实施“311人才战略”，招录了第一批新员工，

经培训考核后充实到一线单位和职能部门。同时，公司重点开展对海外公司本土员工的招录培训，提升员工综合素质，以逐

步实现员工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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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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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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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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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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