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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6                           证券简称：上海新阳                           公告编号：2016-026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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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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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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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474114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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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新阳 股票代码 3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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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冰 周红晓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 3600 号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 3600 号 

传真 021-57850620 021-57850620 

电话 021-57850066 021-57850066 

电子信箱 info@sinyang.com.cn info@sinyang.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半导体专用化学材料及配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销售服务。公司主要产品为半导体领域专用的电子化学品及其配套设备产品。上海新阳是以技术为主导的

高科技企业，多年来坚持自主研发，立足于电子电镀和电子清洗两大核心技术，服务于电子、半导体、航

空航天等领域的用户，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化学材料、配套设备、应用工艺、现场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上

海新阳凭借在半导体行业多年的积累以及突出的技术优势，在半导体传统封装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市场的主

流供应商，今年来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和市场，不断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一方面，在半导体领域持续纵深发

展，除了半导体传统封装的电子化学品外，还能够提供晶圆制程和晶圆级封装的电子化学品、晶圆划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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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并投资进入半导体硅片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向功能性化学材料的其他应用领域积极横向拓展，通

过并购、投资、合作等方式，在工业特种涂料、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化学品、蓝宝石专用高纯氧化铝材料

等一些新的产品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布局。为公司未来长远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二）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中国半导体行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仍然保持着规模继续

扩大，技术快速提升，产品不断更新的发展趋势。半导体行业一直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略性基础产业，

虽然目前国内半导体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还有一定差距，长远来看，打造中国半导体行业完整的产业链

并逐步实现进口替代是必然趋势。而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业作为支撑行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自2014年

6月国务院公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以来，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空前，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半

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全球半导体产能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未来十年将成为中国半导体

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上海新阳作为中国本土半导体材料行业的领先者，将会继续保持技术优势和行业地

位优势，把握良好的发展机遇，使公司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68,480,223.05 376,170,290.32 376,170,290.32 -2.04% 208,821,711.41 208,821,7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326,336.96 68,214,105.99 68,214,105.99 -37.95% 44,164,193.64 44,164,19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85,148.89 66,147,189.51 66,147,189.51 -38.64% 44,767,220.28 44,767,22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75,756.00 22,294,613.85 22,294,613.85 -124.56% 33,802,024.27 33,802,024.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6 0.37 -24.32% 0.48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6 0.37 -24.32% 0.48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8.32% 8.32% -3.51% 9.04% 9.0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159,959,928.

78 

1,040,871,259.

73 

1,040,871,259.

73 
11.44% 951,994,824.33 951,994,82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05,683,772.48 854,907,102.42 854,907,102.42 5.94% 795,467,091.50 795,167,091.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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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825,805.30 108,028,185.47 98,072,995.63 97,553,23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7,444.19 16,680,861.07 13,994,030.28 4,474,00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62,694.19 16,429,151.48 14,384,374.94 2,708,92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1,945.79 5,280,672.33 -4,784,423.25 959,940.7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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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6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60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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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境外法人 21.28% 39,155,200 0   

上海新晖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7% 31,588,800 0 冻结 1,900,000 

上海新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3% 22,512,000 0   

李昊 境内自然人 10.64% 19,574,301 19,574,301   

周海燕 境内自然人 2.66% 4,893,574 4,893,574   

耿雷 境内自然人 1.77% 3,262,384 3,262,384   

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98% 1,810,910 0   

张爱琴 境内自然人 0.89% 1,640,610 0   

孙国平 境内自然人 0.75% 1,371,453 1,371,35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0.69% 1,274,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发起人股东 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上海新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新科投资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属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一致行动人。李昊、周海燕、耿

雷、孙国平是重大资产重组后持有公司股份 14 名股东中的其中 4 名，其中李昊与周海燕为

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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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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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848.02万元，比2014年度下降2.04%，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4,232.63万元，比2014年度下降37.95%。本报告期合并后净利润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主

要原因为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人工、折旧等经营成本增加，新增房产税、消费税的影响，财务费用

上升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导致。同时，募投项目产能尚未充分释放，公司经营规模没有得到有效扩大，

2015年公司仍处于业绩平台期，但已经为今后经营业绩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5年，上海新阳继续巩固在半导体领域的市场地位，不断挖掘潜力，寻求纵深发展。此外，公司不

断拓展产品应用领域，进入新的市场，为今后经营业绩的提升打下基础。在传统封装领域，公司市场地位

稳固，晶圆划片刀产品也开始逐步放量；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晶圆化学品持续放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公

司晶圆化学品已经进入中芯国际、无锡海力士、华力微电子三家客户，其中在芯片铜互连电镀液产品方面

已经成为中芯国际第一供应商，用于晶圆制程的铜制程清洗液和铝制程清洗液也都分别开始供货；在IC封

装基板领域，公司的电镀铜添加剂产品仍处于少量供货阶段。经过多年积累，上海新阳在半导体领域的行

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加强，公司已经被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开始接

洽产品验证事宜，预计2016年公司产品有望进入台积电供应体系。 

2015年，子公司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并完成了新厂区建设，新建产能

已经投入使用，但由于国家对溶剂型涂料开征消费税，其净利润受到较大影响。考普乐也在积极发展更加

节能环保优质高效的粉末涂料和水性涂料，将“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抓，力争2016年能

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规模销售，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015年，上海新阳合作投资的300mm半导体硅片项目已经完成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进入项目建设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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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截止目前，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建设已经全部完成，进入设备采购、安装调试阶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3亿元投入大硅片项目于2015年12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截止目前已经顺

利完成了发行工作，募集资金全部到位，为大硅片项目今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化学材料 125,697,643.00 53,647,339.14 42.68% -3.35% 1.42% 2.01% 

氟碳涂料 182,460,376.72 78,256,702.60 42.89% -7.02% -10.98% -1.9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2588.78万元，下降37.95%。主要原因是： 

（1）本年度因营业收入减少，毛利比上年同期减少513.83万元。 

（2）本年度因征收涂料消费税，及城建税带征税费增加，使得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889.96万元。 

（3）本年度因物流成本上升因而运输装卸费增加，使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43.03万元。 

（4）本年度因股份支付相关费用增加、税率变化相关税费增加以及研发费用增加使得管理费用比上年同

期增加645.43万元。 

（5）本年度因流动资金减少银行借款增加，使得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28.92万元。 

（6）本年度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应收帐款余额增加帐龄变长，使得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505.01

万元。 

（7）本年度因确认联营企业投资亏损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使得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17.09万元。 

（8）本年度营业外收支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4.10万元。 

（9）本年度因利润总额减少，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476.69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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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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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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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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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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