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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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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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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黄生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王彦超 

董事 王志学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姚勇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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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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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爱富 600636 三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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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上海市漕溪路250号A805室 上海市漕溪路250号A805室 

电话 021-64823549 021-64823549 

电子信箱 bod600636@163.com bod60063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氟聚合物、氟制冷剂等各类含氟化学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主要产品包括

氟树脂、氟橡胶、含氟制冷剂及其他含氟精细化学品。公司经营模式为实体生产为基础，以自主

销售为主，部分产品由经销商实现销售。目前，我国氟化工产品需求市场呈现增长势头，整个氟

化工行业景气显著回升；同时，国家环保方面要求日趋严格，行业准入门槛也逐步提高，给生产



技术落后、环保治理水平低的氟化工企业带来严峻挑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7,338,232,555.57 4,158,912,471.92 76.45 4,569,972,763.99 

营业收入 5,243,370,096.09 4,737,092,180.51 10.69 3,571,190,564.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807,168.92 -307,875,658.35 不适用 -311,013,572.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9,942,230.18 -62,971,218.23 不适用 -309,777,456.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21,803,901.83 2,479,430,582.59 1.71 2,786,874,394.5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852,790.52 204,388,542.39 -66.31 -74,342,170.4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7 -0.6888 不适用 -0.69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7 -0.6888 不适用 -0.7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91 -11.19 不适用 -14.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434,215,734.35 1,448,029,928.47 1,269,531,973.92 1,091,592,45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092,497.36 67,107,322.86 15,447,695.68 -72,840,34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8,120,569.54 83,033,439.00 29,132,689.00 
-10,344,46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2,577,559.22 -49,629,354.57 -85,590,438.21 121,495,024.08 

 

第四季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为研发投入加大，导致费用上升；原材料价格上



涨导致产品毛利下跌。 

第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扭负为正主要原因为年底货款回笼率上升，且第四季度经营支

付较前期减少。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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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7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7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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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0 141,233,786 31.60 20,810,225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2,242,500 2.74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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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0,901 4,290,901 0.96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

组合 

-8,928,400 4,069,866 0.91 0 无 0 其他 

刘明洋 2,899,500 2,899,500 0.6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俞晴 2,148,000 2,148,000 0.4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江苏有则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2,092,613 2,092,613 0.4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彩芽 1,495,329 1,766,984 0.4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

银行－恒泰华盛 1号

资产管理计划 

-4,469,365 1,763,303 0.39 0 无 0 其他 

任红 1,638,651 1,638,651 0.3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加强 HSE体系建设，强化 HSE基础管理，HSE总体受控 

年初，公司根据安全环保现状，修订并颁布了 2017年公司 1号文，提出年度“八零五达标”工作

目标以及 HSE 管理工作思路和主要措施。继续开展三个层面的安全检查工作即：部门、装置领导

带班的周检工作、安环部的安全督查工作以及公司层面综合检查工作。通过每天定期和不定期的

巡查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剖析问题，将安全隐患进行有效地整改。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收集

隐患报告近千条，通过及时排摸和整改，保证了 HSE 总体受控。 

根据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2017 年 5 月 25 日，吴泾生产基地各生产装置有计划地依次开始

停车，到 5 月底，所有生产装置完成停车工作并进入拆除流程。为确保装置拆除的安全性，公司

对所有参与现场拆除的施工人员、现场监护人员以及安全监理进行专题培训，33名施工人员及 36

名监护人通过考试，合格上岗，并做到不定时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对于现场存在的隐患及时进行

指正并督促相关人员进行整改，确保现场环境安全。截止 11月，吴泾生产基地拆除工作已基本结

束，由于安全环保意识的强化，整个拆除工过程实现“零事故”。 

2、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生产工艺，保障公司在完成产权结构调整后的持续发展 



随着公司重组方案的推进和落实，公司现有产品规划需要重新布局，为保证公司产品在完成重组

后继续发挥固有的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在科技创新、工艺优化，新产品市场拓展方面狠下功夫。

尤其在 PTFE乳液的连续化生产、分散树脂新品研制、副产盐酸的提浓技术以及抗滴落剂替代产品

的研究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收获。通过技改，公司 PVDF 系列产品从品种到质量都得到改善，FR906

产品市场符合率从最低的 50%的提高到 85-90%。 

2017年，公司进一步明确了产品的研发目标，加大了材料应用技术的拓展力度，积极探索氟材料

在集成电路和显示材料等高端领域中的使用和推广，其中包括含氟精细品在锂电池方面的应用等。 

3、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公司规范高效运作 

2017年 9月公司合同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系统覆盖公司本部及常熟四氟分厂和内蒙古万豪等

下属主要企业。合同管理系统的上线使用，有效提高合同审核的工作效率，规避了现有合同审核

和流转过程中的不规范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搭建常熟及内蒙古生产基地应急联动中心，实现 PI

系统数据采集（生产数据、安全数据和环保数据）及视频图像管理平台，为公司异地管理提供先

进的管理手段。 

4、精简组织架构，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规划和重组方案，报告期内，公司以精简高效为目标，将原有 15个部门，调整

为党群工作部（综合管理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安全环保部、发展部、技术中心、销售公司

等 5个管理部门和 2个实体的组织构架。 

随着吴泾生产装置的关停，公司在合理安排原有实验室、中试装置搬迁及产品生产转移的基础上，

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并按不同生产基地属地化招聘，调配员工，并根据公司转型需要引进各类高

端人才。 

5、持续推进重组方案，坚持信息披露规范化 

自 2016年 5月 21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以来，公司持续推进重组方案。2017年

8 月 4 日在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基础

上，公司股票正式复牌。 

2017年 12月 27日，重组方案在获上海市国资委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实施的前提下，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期间，公司配合相关中介完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以及各项规范工作，调整修改重

组方案，除组织落实历次董事会外，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接受业务部门的监管。公司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到每个月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以及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向中国文

化发展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20%的股份转让事项均已实施完毕。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

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1,554,992.33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

利润本年金额 157,050,869.61 元。 

（2）部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了相关资产账面

价值。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不适用 

（3）部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了相关成本费用。 董事会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比较数据不调整。 

（4）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其他收益：19,167,379.01 元 

（5）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

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

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营业外收入减少 1,460,629.37 元，

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常熟三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三爱富振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丽源膜科技有限公司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公司 

三爱富索尔维（常熟）高性能聚合物有限公司 

内蒙古三爱富万豪氟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奥特普氟化学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三爱富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蔡路工厂 

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