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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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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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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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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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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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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9,438,255.79 24,293,321,060.46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10,515,199.60 11,641,865,549.24 5.7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195,509,516.64 7,981,944,835.55 4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7,020,083.96 -269,345,377.1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7,090,509.94 -289,908,890.62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9,145,592.99 1,067,804,552.76 -3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8 -2.43 增加12.11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53 -0.130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53 -0.1305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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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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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3.66 75,557,06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未知 2.66 54,994,956 0 无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 

未知 1.26 25,999,861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未知 0.99 20,539,209 0 无 0 

唐山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9,958,816 0 无 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四二一组合 

未知 0.64 13,176,673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6 11,529,501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供

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55 11,3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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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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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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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二） 

15三友 02 136106 2015.12.17 2022.12.17 332,559,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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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25 630,015,2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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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616,934,3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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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5 605,917,7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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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24 604,655,524.60 3.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8.87   48.7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8.08   1.90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 王春生 

2021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