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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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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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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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股份 60303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晨晖 张雷 

电话 0576-83518360 0576-83518360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下坑村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下坑村 

电子信箱 sanweixiangjiao@yeah.net sanweixiangjiao@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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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6,970,047.54 4,437,798,914.11 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74,740,484.49 2,853,114,929.69 0.7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112,963,077.67 -133,170,335.99 184.83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680,099,097.13 781,422,834.68 -1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1,641,728.38 104,691,238.78 -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7,699,691.95 103,214,635.36 -1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6 4.25 减少1.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6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6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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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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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叶继跃 境内自

然人 

37.14 158,305,144 62,539,544 质押 84,856,800 

吴善国 境内自

然人 

18.72 79,787,077 79,787,077 无 0 

张桂玉 境内自

然人 

6.44 27,440,000 0 质押 21,266,000 

叶继艇 境内自

然人 

3.35 14,280,954 14,280,954 无 0 

金海兵 境内自

然人 

3.28 13,972,979 9,486,141 无 0 

叶军 境内自

然人 

1.93 8,232,000 0 质押 5,770,000 

景公会 境内自

然人 

1.74 7,409,192 0 质押 7,408,800 

广西众维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4 5,691,683 5,691,683 无 0 

黄志强 境内自

然人 

1.17 4,973,658 0 无 0 

叶双玲 境内自

然人 

1.16 4,925,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叶继跃和张桂玉系夫妻关系。叶继跃和叶军系表兄弟



明 关系。叶继跃和叶双玲系兄妹关系。叶继艇为吴善国配偶

的兄弟，叶继艇与众维投资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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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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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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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影响，年初各企业开工滞后，上下游企业均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导致开工难、原材料供应难、订单下单延后等情况。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公司经

营管理层的科学决策下，公司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工作，并于 2 月 26 号实现橡胶制品业务 100%复

产。轨道交通受疫情影响导致珠三角及西南地区的国铁、地铁各工程项目建设滞后，对报告期内

经营业绩影响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009.9 万元，同比下降 12.9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64万元，同比下降 12.46%。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亮点主要有：一是橡胶制品业务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筹建的工业涤纶丝、

热电联产项目即将投产，全产业链规划将于今年落地形成，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同时，筹建的

橡胶制品 V带技改迁建项目将于 11月开始新设备安装及原设备搬迁工作，有效促进橡胶制品转型

升级，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轨道交通自身技术实力明显提升，围绕中国铁路“八纵八横”

战略规划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规划、建成投产云南、四川两地新的生产基地，抓住西

部高铁建设红利，进一步巩固了铁路轨枕西部市场。三是轨道交通进一步迎来高速发展窗口，国

家加大新基建的投入，铁路和轨道交通建设明显提速，新建铁路项目增加，为轨道交通产业的业

务订单获取创造了商机。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 



1、加快项目建设，实现产业链提档升级 

2020年是橡胶制品产业链协同战略落地的一年，公司全面加强橡胶制品产业链上游补链强链

投资，推动既定战略落地落实。报告期内，在建占地 13.7万㎡的 10万吨工业涤纶丝和 25万吨聚

酯切片项目、占地 7.2 万㎡的热电联产项目厂房已完工、设备安装已完成，预计将于 8 月份正式

投入使用；占地 8.4万㎡的年产 2亿 Am普通 V带和 500万条汽车切边带技改迁建项目厂房已完工，

预计将于 11月开始新设备及部分原设备搬迁工作。 

轨道交通方面，服务于长三角区域的浙江五维已试生产，计划为中铁二局集团、中铁建工集

团等项目提供轨枕。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于 6月 18日已经顺利投产地铁管片产品，四

川三维的顺利投产为广西三维履行为成都轨道交通 8号线二期、27号线一期、30 号线一期工程预

制钢筋混凝土成品管片，为中标 12.15 亿元项目的供给创造了保障条件，并为继续深耕成都轨道

交通市场以及西南铁路轨枕市场提供了保障条件，有助于公司紧紧抓住西部高铁建设红利。云南

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加快了筹建进度，计划为玉磨铁路供应轨枕，将加大广西三维的轨枕

生产和供给能力，为广西三维执行玉磨铁路供货节省了运费，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广西三维轨枕

在西南市场的竞争力。广东三维继续服务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的隔离式减振垫道床板供应，

目前正在为广州市轨道交通 18号和 22号线生产供货。 

2、加速产业整合，实现整体面做大做强 

自 2019年 1月并购成功后，公司紧紧抓住国家战略和轨道交通建设迅猛发展的形势，加快经

营整合，加大投资力度，完成了对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并表，铁路轨枕市场布局更加

合理。报告期内，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与 6月 18日已经顺利投产地铁管片产品，以成

都为支点，合作开拓四川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至此，公司铁路

轨枕业务已基本完成广西、广东、浙江、四川、云南的布局，并已经陆续投产，市场版图进一步

扩大，巩固了铁路轨枕西部市场地位。 

3、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销售额连续提高 

（一）内部管理更加高效有力。公司根据年度销售目标，分解细化实施计划，完成售前售后

的职能改革，建立了大数据库，对目标市场和下游关联市场的行情趋势、需求波动等信息进行数

据化、信息化管理和分析，实现了市场的精准定位。报告期内，针对国内外疫情的情况，公司适

时灵活调整，使销售策略更贴近客户需求，有力保障了产品销量。 

（二）现有市场更加巩固稳定。为巩固市场，公司多次展开产品技能专业培训，提升业务人

员的产品知识和服务能力，改革内部绩效模式，提高售前与售后、生产与销售、技术与生产等内



部联动，全员营销，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橡胶制品先后中标国内主要大客户，延续了

项目合作，以客户需求为己任，在疫情期间全力配合完成了华新水泥（阳新）有限公司承接的武

汉火神山医院医疗废物处置任务中的多条输送带更换工作，同时保持了芬纳.邓禄普等国际客户的

长期合作，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轨道交通新增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物资供应段项目、

云南建投文山州城市轨道交通现代有轨电车示范项目、中铁十一局集团厦门市轨道交通项目等大

型合作项目，市场得到进一步巩固。 

（三）新兴市场迎来多面开花。报告期内，持续运营海外办事处，试水海外仓服务，开发国

际高端市场，获得了瑞士隧道项目、巴黎地铁、加拿大马塞尔怀特金矿、南非锡班业铂金矿等项

目的配套业务。通过在海外项目的直接参与和实力展示，公司品牌得到了一些国际主流高端客户

群体的关注和重视，海外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4、加码技术改造，实现生产线集约高产 

随着橡胶工艺的发展，公司响应《中国制造 2025》规划要求，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紧跟智能

化、信息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两化融合，发展智能制造，以技改推扩产、以智能创动能。报告

期内，先后完成 1条宽幅出片机、1条分层带输送带自动化生产线、2条宽幅钢丝绳芯输送带自动

化生产线的安装和投产，整体提高了输送带的生产能力。公司引进全自动密炼设备，公司在密炼

工艺的标准化、智能化作业方面将得到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橡胶产品质量水平可获得更大的保

障。同时，各项生产技术改造项目也在持续开展，由公司自主设计的蒸汽平板硫化机蒸汽自动控

制系统改造项目已全部改造完成，大幅降低了能耗，实践了公司向环保要效益的创新理念。 

轨道交通完成 13个轨枕研发项目的立项工作。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通过优化混凝土配合

比，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技术改造和设备引进，具备了自制钢模加工

的能力。 

公司通过推进智能化技改，在人力成本、质量成本、产能效益等方面获得长效优化，由内而

外地为公司业务创造了新的发展动能。 

5、加成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标准不断攀高 

公司坚持发扬“用心、创新”的企业精神，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求发展”的经营理

念，矢志技术创新、以领先的技术水平引领市场。报告期内，橡胶制品获得批准的发明专利证书

共 1件、实用新型专利 1件，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累计获得各类专利共 50件。轨道交通获得

批准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共 3件，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累计获得各类专利共 20件，并荣获广

西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单位。 



公司通过内部激发、外部引进，从多种路径寻求技术创新，以期在产品配方结构、生产工艺、

性能指标等方面获得突破。公司持续引进行业资深技术人员；与宁波工程学院达成了技术合作协

议，研究石墨烯技术在橡胶中的应用课题，同时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的渠道；2020年 6月 28日，

三维股份申报的台州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获得批准，为后续引进博士后，开展科研创新工作，

做好了平台准备。 

6、加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文化深入人心 

三维秉持以德立身，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饮水思源，回馈社会，多年来不断支持社会公

益事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捐款 113.2万元，其中防疫专项捐助 62.2万元，

资助经济薄弱村发展集体经济、支持社会公共安全、帮助农村养老慈善事业。同时参与东西扶贫，

向西部结对的贫困县提供扶贫岗位，共计接收贫困县劳务输送 177 人，其中安置四川、广西等地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共 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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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

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27,019,672.80 -27,019,672.80  

合同负债  27,019,672.80 27,019,672.80 

2.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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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