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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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徐忠伟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姚勇 

独立董事 伍爱群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王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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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爱富 600636 *ST爱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勇 刘爽 

电话 021-64823549 021-64823549 

办公地址 上海市漕溪路250号A805室 上海市漕溪路250号A805室 

电子信箱 bod@crhc-culture.com bod@crhc-cul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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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8,599,580.48 7,338,232,555.57 -5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66,019,689.73 2,521,803,901.83 9.6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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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11,408.70 32,948,204.65 -271.82 

营业收入 908,568,166.89 2,882,245,662.82 -6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626,225.69 105,199,820.22 12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70,004.06 121,154,008.54 -9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6 4.16 增加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79 0.2354 128.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79 0.2354 1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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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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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9 109,002,497 0 无 0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1.6 51,845,405 20,810,225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 2.74 12,242,500 0 无 0 

姚世娴 境内自然人 2.73 12,196,368 0 无 0 

樟树市睿科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9,521,117 0 无 0 

关本立 境内自然人 1.2 5,349,801 0 无 0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润

泽前程 4号私募基金 

其他 1.17 5,220,000 0 无 0 

钟子春 境内自然人 0.6 2,679,920 0 无 0 

俞晴 境内自然人 0.58 2,574,500 0 无 0 

叶叙群 境内自然人 0.5 2,252,57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姚世娴、叶叙群、樟树市睿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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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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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国务院国资委 

变更日期 2018年 1月 18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详见2018年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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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主营业务由氟化工转变为文化教育及氟化工双主营业务，

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公司成功转

型为拥有文化教育和氟化工双主营的央企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公司运行平稳，各项业务均按照

年度预算目标稳步发展，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9.08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

亿元，同比增长 127.78%。 

（一）文化教育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文化教育业务运营良好，全资子公司奥威亚加强生产研发及市场调研，同时

积极拓展新的销售领域。 

1、加快技术储备、专利申请及产品研发。技术储备包括 H.265、4k相关技术，互动云技术及

AI识别技术，通过总结 AI行业应用并结合自身使用需求，探索与自身相适应的 AI应用方向。期

内加快跟踪定位仪、云台摄像机、录播主机的软硬件开发及调试，满足市场需求。 

2、开展探索性市场调研工作，梳理教育信息化政策动态，根据各省教育财政支出与招投标项

目数进行市场分群，优化市场活动投入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项目推进效率。 

3、扩大品牌价值，构建“自上而下，组合发声”的品牌传播模式，以线上综合门户提高品牌

整体曝光率；以行业门户、市场活动、行业活动、合作媒体等垂直渠道，增强行业客户对奥威亚

业务优势的关注度；以自媒体、官网、AVA 直播平台等自媒体平台的立体化、专题化传播，构建

核心受众群体对奥威亚的立体化认知。 

4、加快销售团队建设，加强一线销售团队管理，同时针对高校、高职市场特点，有针对性地

提出应用解决方案，成立高校行业部，针对高校、高职的应用进行推广。 

（二）氟化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氟化工业务运营良好，各装置及子公司按照年度预算目标精心组织生产。 

1、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以降本增效、结构调整为目标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效益

平稳增长，产品布局更趋合理，人员结构更加精简，技术创新取得较大进步。 

2、各装置和子公司强化生产运行管理和设备基础管理，精心组织生产，以预算为目标，扩大

产品市场，做到以销定产，满产满销，上半年 VDF同比增长 12%。 

3、生产与市场紧密结合，实行矩阵式销售管理模式，销售实现矩阵式管理，产品销售团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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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沉式管理，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相关产品的切换工作并确保在线产品满产满销。上半年销售公

司实现收入 57,301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120,000万元的 47.75%。 

4、含氟共聚物一期工程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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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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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彦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