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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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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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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丰电子 股票代码 30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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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e Pan 王宁 

办公地址 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 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 

电话 0574-58122405 0574-58122405 

电子信箱 wenhui.li@kfmic.com wenhui.li@kfm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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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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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77,670.30 189,014,957.94 3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584,008.10 15,334,576.32 3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950,403.88 14,274,683.14 32.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17,882.87 27,501,688.37 -4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6.3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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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577,979.86 646,900,667.21 3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2,276,260.83 289,704,893.85 80.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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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力军 境内自然人 28.27% 61,832,716 61,832,716   

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6% 18,507,072

注 1： 18,507,072   

宁波拜耳克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98% 17,449,525 17,449,525   

郑州金天丞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0% 9,844,287 9,844,287   

上海智兴博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6% 7,344,189

注 2： 7,344,189 质押 6,681,035 

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6% 7,344,076 7,344,076   

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6% 7,344,076 7,344,076   

张辉阳 境内自然人 3.25% 7,101,722 7,101,722   

谢立新 境内自然人 3.15% 6,881,400 6,881,400   

周厚良 境内自然人 2.54% 5,552,122 5,552,122 质押 5,55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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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 5,552,1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姚力军分别持有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 0.71%的出资份额，任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姚

力军与郑州金天丞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李仲卓及上海智鼎

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智兴博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

际控制人张辉阳控制的宁波绿河嘉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同创

普润（上海）机电高科技有限公司，姚力军与张辉阳控制的宁波绿河睿能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兆盈医疗宁波兆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姚力军、

宁波拜耳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Jie Pan 与张辉阳控制的宁波首科绿

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宁波江丰生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辉阳、李仲卓共同投资宁波智投首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辉阳和李

仲卓共同投资宁波首科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仲卓与张辉阳控

制的宁波绿河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宁波首科绿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张辉阳为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智兴博

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注 1： 截至本半年报披露之日，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8,810,400 股，质

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和 8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控制的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2017－031）。 

注 2： 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控制的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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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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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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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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017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芯片进口额为2,271亿美金。芯片是超过原

油进口金额的第一大宗商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交通运输、通讯

等产业的基础，对人民生活及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是集成电路芯片使用大国，目前中国芯片

的自主生产能力较低，生产芯片的材料及装备更是严重依赖进口。为此国家已将芯片制造列入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章节中指出：“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

产业集群”。溅射靶材行业属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长期依赖进口，国内客户迫切

希望溅射靶材能够尽快实现国产化。为了促进我国溅射靶材产业规模平稳较快增长，技术创新能力增强，

加速溅射靶材供应本土化进程，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引导溅射靶材工业健康稳定发展，同

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及成

套工艺”专项基金（简称“02专项”）、发改委的战略转型产业化项目都有针对性地把溅射靶材的研发及

产业化列为重点项目，从国家战略高度扶植溅射靶材产业发展壮大，国家产业政策、研发专项基金的陆续

发布和落实，为溅射靶材行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将有力地引导溅射靶材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 

经过数年的科技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公司已经掌握了高纯溅射靶材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具备较强

的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和批量生产能力，能够根据下游客户对溅射靶材产品质量、技术指标和规格尺寸等

方面的要求进行定制化产品生产和技术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与美国、日本跨国公司的市场竞争，

不断进入国内外优质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主要客户包括国内外知名半导体、平板显示及太阳能电池制造企

业，在行业中占据了较为有利的竞争地位。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一如既往的专注于高纯溅射靶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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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溅射靶材销售持续增长，其中在铝靶、钛靶、钽靶等产品已

经成为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的主要供应商，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明显；铝靶、钛靶、

钽靶、铜阳极材料产品方面已经成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供应商；在平板显示领域，公司

的铝靶已经在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批量销售；在半导体PVD及

CMP消耗零部件方面，新产品也不断研发进入客户端。经过多年积累，江丰电子在半导体领域的行业地位

和影响力不断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46%，主要原因为上半年公司的主要产品

铝靶、钛靶、钽靶等继续保持销售稳步增长，公司的靶材产品在半导体领域的销售保持增长的同时，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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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显示器用靶材的销售也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8.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23%，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017年上半年，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合肥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平板显示靶材焊接工厂项目进展顺

利，厂房建筑主体工程已全部封顶，进入水、电等辅助工程及厂房二次装修施工阶段。 

2017年上半年，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马来西亚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取得了马来西亚项目设备进口许可

证，靶材焊接工厂设备、工具及部分材料将于2017年8月到达马来西亚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工厂进行安

装，整体靶材焊接工厂预计将于2017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江丰电子的第一个海外工厂的运营将有望进一

步扩大在SunPower Corporation的靶材销售，进一步拓展靶材应用范围和市场，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017年上半年，公司的LCD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CFRP）项目全力推进，LCD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

（CFRP）成型设备已安装到位，生产线已开始批量生产，并在平板显示领域开始批量供货。 

    公司不断完善和攻克集成电路28-14nm技术节点用钽靶、钛靶的晶粒晶向控制技术、靶材焊接技术、

精密机械加工技术及清洗封装技术，部分样品已送达客户端进行评价，部分产品已在客户端量产，14nm用

钛靶也已经在客户端进行评价，随着钽靶、钛靶在28-14nm技术节点的全面量产，将使公司的销售得到显

著提升。同时，江丰电子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发展、布局，募投项目相关的高纯铝、高纯钼等高纯金属材料

的制造研发正在积极进行中，逐步实现量产后，将增强公司靶材产品质量稳定性并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公司已在PVD（物理气相沉积）和CMP（化学机械平坦化）机台用零部件产业开始战略布局。集成电

路芯片制造过程中，PVD及CMP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工艺环节，PVD工艺除了会用到大量的溅射靶材外也会

用到大量消耗性的金属零部件，CMP工艺中会用到大量消耗性材料如保持环（Retainer Ring）、活化盘

（Disc）、抛光垫（Pad）等，世界上能够掌握以上材料核心技术的公司为数不多，其客户与集成电路靶材

客户基本相同，江丰电子引进了掌握以上技术及市场的核心人才全面开发此类产品，有望在集成电路产业

上开辟除了靶材外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017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持续投入研发，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共取得国内

专利196项，包括发明专利152项、实用新型44项；另外，公司取得韩国发明专利2项、中国台湾地区发明

专利1项。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的发明专利16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日 终止日期 

1 钨靶材组件的焊接方法 发明 ZL201310514039.0 2017.1.4 2033.10.24 

2 悬浮掩膜板的制作方法 发明 ZL201310643254.0 2017.2.8 2033.12.2 

3 靶材的机械加工方法 发明 ZL201310518703.9 2017.3.15 2033.10.27 

4 聚焦环和应用聚焦环的溅射反应器 发明 ZL201310745989.4 2017.3.15 2033.12.26 

5 钨钛合金板的加工方法 发明 ZL201210376752.9 2017.3.15 2032.9.28 

6 钨硅合金的机械加工方法 发明 ZL201310718682.5 2017.3.15 2033.12.19 

7 芯片夹持环的制作方法 发明 ZL201310645600.9 2017.3.15 2033.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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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铬靶材的制造方法 发明 ZL201310418471.X 2017.5.31 2033.9.12 

9 溅射靶材及其制作方法 发明 ZL201310375998.9 2017.5.31 2033.8.25 

10 靶材组件及其制造方法 发明 ZL201310375546.0 2017.5.17 2033.8.25 

11 一种钽靶材的制造方法 发明 ZL201310379942.0 2017.6.30 2033.8.26 

12 聚焦环的矫正设备 发明 ZL201310724725.0 2017.6.30 2033.12.23 

13 真空热压烧结装置以及测温方法 发明 ZL201410298078.6 2017.6.30 2034.6.25 

14 钼靶材的制作方法 发明 ZL201310331636.X 2017.6.30 2033.7.30 

15 背板的形成方法 发明 ZL201310645653.0 2017.6.30 2033.12.02 

16 铝靶材的制造方法 发明 ZL201410606957.0 2017.6.30 203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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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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