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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6                              证券简称：上海新阳                         公告编号：2017-066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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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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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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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57850066 021-5785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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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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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36,676.80 191,792,115.44 2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698,917.73 28,857,578.43 2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4,326,185.11 24,886,703.44 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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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424,951.86 47,880,820.50 -38.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91 0.1524 17.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91 0.1524 17.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2.7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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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905,008.30 1,470,103,009.26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8,378,880.10 1,241,876,446.60 1.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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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境外法人 19.85% 38,455,200    

上海新晖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6% 28,788,800  质押 12,900,000 

上海新科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2% 19,412,000  质押 11,550,000 

李昊 境内自然人 6.54% 12,680,801    

周海燕 境内自然人 2.53% 4,895,000    

王福祥 境内自然人 1.32% 2,554,536    

上海沃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沃

仑－新阳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2,229,173    

上海新阳半导体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99% 1,913,071    

上海睿桓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1,279,9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6% 1,2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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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期

员工持股计划委托上海沃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并全额认购上海沃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设立的沃仑-新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普通级份额。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由持

有人组成的持股管理委员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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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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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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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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3,163.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77%，主要原因为上半年化学材料产品、配套设

备和氟碳涂料销售均实现稳定增长；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69.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24%，主要原

因为公司各类产品销售均有增长，带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步增长。 

2017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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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现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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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苏州晶方、长电先进封装等客户，其中在芯片铜互连电镀液产品方面已经成为中芯国

际28nm技术节点的Baseline，无锡海力士32nm技术节点的Base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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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阳在半导体及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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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正在进行产品验证。 

2017年上半年，全资子公司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考普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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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经济环境差、安全环保形势严峻、原辅材料成本

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考普乐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11,713.33万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增长，主营业务利润因受上述

不利因素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净利润为1,664.42万元。 

参股子公司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300mm大硅片项目从2017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向中芯国际等芯片代工企业提

供样片进行认证，上半年有挡片、陪片、测试片等产品实现销售。受本轮硅晶圆涨价影响，国内主要芯片代工企业硅晶圆供

货普遍吃紧，这些客户加快了上海新昇硅片的认证的进度，预计下半年有部分产品在部分客户处完成验证，实现产品销售。 

参股子公司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硅密”）主要从事晶圆级湿制程设备的设计、开发、

生产及贸易。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的晶圆湿制程设备已经进入中芯国际等客户。因新阳硅密业务发展需要，

2017年6月12日公司与股东硅密四新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密四新”）以现金方式共同对新阳硅密进行

增资,并于《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增资完成后新阳硅密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增至 5000万元，

公司以自有资金本公司1350 万元完成增资。本次增资的实施有助于增强上海新阳在半导体晶圆级封装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形成在晶圆级封装领域材料和设备的配套优势，进一步提升上海新阳在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全资子公司新阳（广东）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广东”）已经于2017年1月16日完成工商登记。新阳广东

主要从事半导体湿法工艺技术的应用开发，向客户提供包括材料、设备、工艺在内的整体化解决方案，同时接受客户的委托，

为客户提供定制加工服务。新阳广东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厂房的装修和机器设备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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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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新阳（广东）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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