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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7-031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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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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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珊洁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朗山一路丹邦

科技大楼 
 

电话 0755-26511518、0755-26981518  

电子信箱 msj@danbang.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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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32,419.51 106,400,958.00 4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23,164.06 9,636,340.23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84,023.19 8,574,343.74 -11.55%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55,987.85 6,144,193.70 16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2 0.0264 -19.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2 0.0264 -1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58%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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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279,569.92 2,371,828,621.26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8,721,542.85 1,669,560,886.00 0.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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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丹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3% 164,556,000 0   

深圳市丹侬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2% 37,369,950 0   

陈颖 境内自然人 2.39% 13,083,405 0   

蒋亦飞 境内自然人 1.63% 8,906,700 0   

邓成 境内自然人 1.37% 7,500,000 0 质押 5,850,000 

汪涓 境内自然人 1.25% 6,830,400 0 质押 160,500 

李正芳 境内自然人 1.21% 6,640,500 0   

李葛卫 境内自然人 1.19% 6,525,030 0   

中国银行－嘉

实主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5% 5,751,765 0   

李继梅 境内自然人 0.92% 5,050,7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萍与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股

东刘文魁为叔侄关系；2、除此之外,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陈颖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211,435 股；蒋亦飞通过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416,200 股；汪涓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数量为 2,625,000 股；李正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6,640,500

股；李葛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6,525,030 股；李继梅通过投资者

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4,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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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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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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外拓市场、内抓管理，积极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经济形势。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PI膜项目

的实施进程，加大量产工艺的完善及新业务市场的开拓等工作；原主营业务上，按照逐步向高端产品转移的发展规划，加大

COF柔性封装基板及COF产品的拓展力度，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大力推进技改升级，持续核心技术产业

的延伸培育，做好企业改革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核心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33.24万元，同比上涨40.35%；实现利润总额1,250.36万元，同比上涨15.4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2.32万元，同比上涨20.62%，本期净利润率7.78%，比上年同期下降1.27%。截止2017年

6月底，公司资产总额为251,427.96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为167,872.15万元，资产负债率33.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1,625.60万元。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生产经营工作： 

     （一） “微电子级高性能聚酰亚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1)  PI膜项目成果通过技术鉴定、取得成果登记证书 

      2017年1月13日，“微电子级高性能聚酰亚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成果通过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主持的技术鉴定并取

得成果登记证书。经鉴定，公司的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品主要性能通过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检测，聚酰亚胺薄膜厚度最薄6

微米，介电强度、热/吸湿膨胀系数、拉伸强度等指标达到或优于国际同类产品水平，该项成果经客户试用，预计将产生良

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具备产业推广应用条件。 

      2）微电子级PI膜量产 

      2017年4月5日，公司取得东莞市环保局发放的一年期《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并开始对“微电子级高性能聚酰亚胺

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批量生产，同时 6微米厚的特种聚酰亚胺薄膜也开始量产。 

      3）完善设备配置及量产工艺参数组合优化 

      完善设备配置，进一步对各工艺设备参数进行组合优化，充分发挥各设备的最大效能，实现生产线全程自动化控制，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量产工艺参数组合优化，进一步调整前期开发试验参数局部范围，优化工艺控制，使量产工艺达

到较易量化操作的可控范围并完成产品定型。 

     （二）国家02重大专项“三维柔性基板及工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通过正式验收 

      由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02专项项目“三维柔性基板及工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编号：2011ZX02710）历

经专家组多次实地检查、现场测试、资料审查、内部验收及正式验收前的现场复查等系列检查后于2017年4月13日通过了正

式验收 

     （三）大力开拓市场，加强市场销售工作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聚焦市场，持续开发和拓展国内市场；继续加深和扩大现在有产品和客户合作，力求国际业

务有新的突破，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PI膜新业务拓展难度较大，公司通过多年海内外市场积累的客户基础，充分利

用已有的市场渠道，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从专业化的角度寻求市场机遇，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新业务的发展。 

     （四）持续技术提升，完善内部管理，增强综合竞争实力 

      报告期，公司继续围绕市场的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进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按照逐步向高端产品转移的发展规划，

加大COF柔性封装基板及COF产品的拓展力度，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持续加强PI膜功能化及深加工产品，

如：透明PI膜、二维半导体材料、量子碳基膜、多层石墨烯膜以及屏蔽隐身膜等产品的研发工作。 

      提升和完善内部管理，进一步健全公司的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工厂的生产质量和管理水平，量化考核，规范运作，提

高运营效率，减少经营风险，努力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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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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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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萍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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