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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2019-024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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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英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张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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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工程 股票代码 00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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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勇 李克胜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22 号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22 号 

电话 0533-7993828 0533-7993828 

电子信箱 gaoyong@sdsunway.com.cn likesheng@sdsunwa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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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959,219.74 241,649,529.67 2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664,776.88 28,392,008.42 -2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7,373,378.85 25,419,744.26 -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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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577,948.55 -21,862,963.70 -20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0 0.0564 -23.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0 0.0564 -23.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2.3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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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849,647.18 1,694,485,514.29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4,049,148.54 1,202,704,768.82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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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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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人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0% 116,275,035 0   

曲思秋 境内自然人 2.96% 14,895,000 11,171,250   

孙波 境内自然人 1.80% 9,073,500 6,805,125   

李祥玉 境内自然人 1.52% 7,665,000 5,748,75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1% 7,116,000 0   

范西四 境内自然人 0.97% 4,880,295 0   

王春江 境内自然人 0.85% 4,276,500 3,207,375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3,366,575 0   

高勇 境内自然人 0.67% 3,360,000 2,520,000   

邵世 境内自然人 0.56% 2,825,505 2,119,1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曲思秋、王春江、高勇、邵世为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股东；孙波、李祥玉、范西四为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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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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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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经济总体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基本面继

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同时，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

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国内化工、石化行业继续大力淘汰落后工艺、落后装备、落后产能，积极培育化

工新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煤化工、高端专用化学品等战略性产业，扎实推进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

色发展，积极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企业经营状况整体较为稳定，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不断增强。 

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公司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党建工

作的引领作用，严格落实年初工作要求，以“市场、提升、机会、突破”为年度发展关键词，全面落实“聚焦

主业，专注成就核心竞争力；把握机会，开放合作实现新突破”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环保

优势、资本优势，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科学调整应对策略，继续强化市场意识、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着

力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调整完善考核机制，科学组织生产，主动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狠抓市场开发和

技术进步，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和范围，积极探索外延合作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步推进，党建

质量不断提高，企业管理得以加强，科技创新有所突破，各类风险得到有效防控，财务状况保持稳健，信

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巩固和增强。受宏观经济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利润

总额和净利润同比下降。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595.92万元，同比增长26.61%；实现利润总额2,579.96万元，同比

下降41.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66.48万元，同比下降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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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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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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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

变更，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附注五-42、重要会计

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

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的规

定编制执行。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有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对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详见公司与本摘要同日发布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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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曲思秋 

                                                          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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