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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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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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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792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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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为柔性印制电路板及材料制造业，包括FPC、COF 柔性封装基板、COF 产品及关键配套

材料聚酰亚胺薄膜（PI膜）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即柔性印制电路板，是连接电子零件用的基板和电子产品信号传输的媒介。COF

柔性封装基板作为FPC的高端分支产品，指还未装联上芯片、元器件的封装型柔性基板，在芯片封装过程中，起到承载芯片、

电路连通、绝缘支撑的作用，特别是对芯片起到物理保护、提高信号传输速率、信号保真、阻抗匹配、应力缓和、散热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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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COF产品（Chip on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是用COF柔性封装基板作载体，将半导体芯片直接封装在柔性基板上形

成的芯片封装产品。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应用于空间狭小，可移动折叠的高精尖智能终端产品，在消费电子、医疗器械、特

种计算机、智能显示、高端装备产业等微电子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模式为“以单定产”，即根据客户的订

单情况来确定生产计划。 

      聚酰亚胺薄膜（PI膜）是一种新型的耐高温有机聚合物薄膜，按照用途分为一般绝缘和耐热为主要性能指标的电工级

和赋有高挠性、低膨胀系数等性能的电子级。用于电子信息产品中的电子级PI薄膜作为特种工程材料具有其他高分子材料所

无法比拟的高耐热/氧性能、优良的机械性能、电性能及化学稳定性，被称为“黄金薄膜”。目前微电子级PI膜最大的应用市

场是作为柔性印制电路板（FPC）的基板材料—挠性覆铜板（FCCL）用重要的绝缘基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PI膜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公司的产业链进一步向上游延伸，最终形成“PI膜→FCCL→FPC”、“PI膜→FCCL→COF柔性封

装基板→COF产品”的全产业链结构。项目达产后，一方面，公司将自用部分PI膜，从而减少相应的原材料外部采购，显著

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公司PI膜对外销售，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PI膜项目主要采用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柔性印制电路板需求由下游终端电子产品需求所主导。全球柔性印制电路板行业近年来保持较快发展，其中，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车载电子等移动电子设备为首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AR/VR/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级无人机

等电子产品的不断兴起，保证了FPC的长期成长空间；汽车电子化、无线充电以及柔性OLED显示屏等产品市场的快速增长，

为FPC孕育了成长新动能；5G趋近商用也助力了高频FPC的发展；同时，各类电子产品显示化、触控化的趋势也使得FPC 借

助中小尺寸液晶屏及触控屏进入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微电子级PI膜主要应用于FCCL的制造及作为PI膜深加工产品的前驱体材料。聚酰亚胺及其深加工产品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和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微电子封装领域关键的配套材料，在微电子封装技术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重要的基础

地位、先行地位和制约地位。目前，微电子工业已经取代传统的电气绝缘行业成为聚酰亚胺材料尤其是薄膜的最大应用领域。

采用高分子烧结法制备的PI碳化膜属于PI膜深加工产品，其优异的导热、导电、导声及电磁屏蔽与隐身等性能，有望在芯片

及电子产品的高效散热、柔性显示、柔性太阳能发电、电动车电池、5G屏蔽等领域大放异彩。 

      公司的行业地位突出，作为国内高端柔性印制电路板行业的领先者，技术水平在国内居领先水平，接近国际尖端水平。

公司坚持实施高端产品竞争战略，通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

合理的产品结构，是全球极少数掌握微电子级PI膜、高端2L-FCCL、COF柔性封装基板到COF芯片封装全产业链中各环节主

要材料制造工艺并大批量生产的厂商之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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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43,586,590.45 317,158,467.26 8.33% 270,756,68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15,213.78 25,373,613.21 0.16% 24,589,94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87,687.53 100,400.82 17,019.07% 21,954,64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484,373.76 212,631,765.38 0.40% 138,973,67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1.51% -0.11% 1.4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419,192,948.17 2,590,785,519.58 -6.62% 2,371,828,62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5,897,669.55 1,692,763,139.48 1.37% 1,669,560,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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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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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2,125,059.40 95,454,336.05 82,201,856.88 93,805,33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5,837.05 12,522,856.14 8,293,810.01 282,71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00,109.62 11,863,358.07 5,188,285.77 -1,316,05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78,543.13 96,173,664.15 107,327,227.74 -15,495,0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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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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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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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丹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03% 153,598,000 0   

深圳市丹侬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18% 33,835,053 0 冻结 33,835,053 

陈颖 境内自然人 2.20% 12,061,905 0   

李葛卫 境内自然人 1.73% 9,500,000 0   

蒋亦飞 境内自然人 1.64% 8,994,600 0   

林培 境内自然人 1.52% 8,331,951 0   

汪涓 境内自然人 1.29% 7,054,600 0   

邓成 境内自然人 1.27% 6,980,000 0   

邱严杰 境内自然人 1.22% 6,665,759 0   

李正芳 境内自然人 1.21% 6,6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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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葛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850,000 股；蒋亦飞通过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5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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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成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6,980,000 股；李正

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6,391,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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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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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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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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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放缓，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作为快速迭代的电子产品上游材料制造企业，在面临复

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的同时，承载着新项目新产品周期较长带来的系列压力。FPC行业发展多年，市场虽然呈现发展机遇，但

部分外资FPC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国内也涌现一批发展迅速的内资企业，市场环境依旧严峻。PI膜产品方面，一部分已自用，

逐步减少外部采购，发挥成本优势；对外销售部分，由于客户对国产材料的要求和销售价格有较低的预期，使得产品推广、

市场开拓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随着国内外经济增速下滑，市场整体需求端走低，原材料端也存在供应偏紧、特殊材料短缺

等问题。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58.66万元，同比上涨8.33%；实现利润总额2592.49万元，同比下降15.3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41.52万元，同比上涨0.16%，本期净利润率7.4%，比上年同期下降0.6%。截止2018年12月底，

公司资产总额为241,919.29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为171,589.77万元，资产负债率29.0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21,348.44万元。 

 

      报告期主要工作回顾： 

     （一）夯实主营业务发展，提升竞争力 

      报告期，公司全面梳理各个运营环节，持续推动各项经营指标的优化与改善。紧跟国际先进技术及品质发展趋势，持

续提升在研发、制造、品质、客户服务等方面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提升产品的技术附加值、丰富产品线、不断增强创新能

力和灵活定制开发的能力；系统优化生产制造流程，提高企业制造水平，加强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对产品过程

控制和质量控制进行全面提升，保证设备高效运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深化内部管理，完善内控建设工作，减

员增效、节能降耗；深化客户服务，守住存量市场份额，加大对国内市场的投入力度，力推国内终端客户认证，提高在中资

客户的市场占有率。 

 

     （二）加快项目建设，拓展业务领域 

       “TPI薄膜碳化技术改造项目”是公司在自主研制的化学法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PI膜）为碳素前驱体的基础之上，

采用先进的喷涂法TPI聚酰亚胺薄膜碳化、黑铅化工艺，制备连续、均匀、柔韧性良好以及结构完整的二维量子碳基膜产品。

项目产品能提高微电子器件的导电、导热性能，避免局部过热，实现导热均匀性，提高产品的散热稳定性、可靠性，降低产

品成本，且可实现大面积、低成本、高质量、R-R连续化规模生产，突破薄膜面积大小的限制，有望在微电子器件、芯片散

热、手机散热、笔记本电脑散热、柔性显示屏、柔性太阳能发电、动力汽车电池等领域得到应用。 

      公司加快推进TPI碳化膜项目的建设，加强项目评估和技术验证，建立规范化的流程管理，有效地控制项目的成本和费

用，缩短建设周期。报告期，项目生产线购置的主要生产设备碳化及黑铅炉24台已经到位安装完毕。机器人上下料自动运输

AGV装置尚未到位，处于和日本供应商及集成商设计的后期阶段，因其臂长长、精度高、重量大，设计制作的时间较长，

投资加大，目前在完善机器人上下料自动运输AGV装置的平整运输、自动控制节点和报警装置的准确性等工作。机器人上

下料自动运输AGV装置为项目的运输装置，不影响正式投产进度。同时完成了项目生产员工的招聘和培训，对员工实行多

轮多岗培训，使得员工能迅速、熟练的投入新产线的生产中。项目在历经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改造施工、设备购置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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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人员招聘及培训等阶段后进入试生产阶段，客户开始认证。 

      因TPI碳化膜产品最先实现应用的领域以及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各类电子产品的散热上，现阶段本项目产品的

认证市场主要是芯片以及手机、笔记本、路由器等电子产品的散热领域。由于TPI碳化膜属于电子产品生产链中较上游产品，

客户及终端客户的认证时间相对较长，且作为上游材料供应商，需要经过下游终端客户对其全球采购链供应商极为严格的认

证体系认证，本项目未能按原计划在2019年一季度正式投产。公司针对不同客户的具体需求和不同特点，充分整合市场、研

发等部门的力量，紧密配合终端开发工作，围绕终端客户严格、严谨的工厂评鉴、产品性能评估、技术管理体系标准等要求，

精准调整、不断改善产品性能，提升产品稳定性、供货数量、供货周期等，优化供应链管理、客户服务，为TPI碳化膜项目

的顺利投产打下了基础。 

 

     （三）研发创新，增强技术实力 

      大胆探索新工艺、新方法在柔性电路封装基板及材料中的应用，突破传统工艺的极限，更好地满足当今微电子行业越

来越苛刻的封装要求，如：开展“嵌入式微细线路FPC”、“原子层沉积（ALD）法2L-FCCL”以及“弯折多芯片嵌入式COF三维

封装”等技术研发，申请/取得“一种嵌入式微细线路柔性封装基板及制作方法”、“一种无胶粘剂型柔性覆铜板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多芯片嵌入式的柔性电路板及其制造方法”及“聚酰亚胺树脂及其用途、二层无胶基材及其制备方法”等多项专利技术。 

      在实现常规厚度PI薄膜生产的基础上，加大对大宽幅PI厚膜（厚度110μm-160μm）及功能型PI膜的研发，进一步拓宽

PI膜的应用领域，实现PI膜高质量、大面积、R-R式的大批量生产。采用化学法喷涂-口井式及远红外辐射固化工艺制备大宽

幅PI厚膜及其量子碳基膜，并申请了“一种黑色聚酰亚胺薄膜及其制备方法”和“一种耐电晕聚酰亚胺薄膜及其制备方法”等专

利。2018年6月26日，获得“柔性聚酰亚胺制备的石墨烯薄膜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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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 60,360,648.08 23,569,193.95 39.00% 20.44% 36.18% 4.50% 

COF 柔性封装基

板 
159,274,465.01 66,747,207.95 41.90% 2.76% 15.92% 4.80% 

COF 产品 106,284,744.63 44,947,011.97 42.30% 7.87% 17.30% 3.40% 

PI 膜 13,375,522.14 1,894,981.44 14.20% 34.78% 354.69% 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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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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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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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次公司报表编制按此通知调整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232,085,365.00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金额161,252,292.97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202,911,885.34元；2017

年12月31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191,703,423.32元。  

  （2）合并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付款”金额11,081,475.41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付款”金额

6,084,911.31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付款”金额3,463,017.64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其他应付款

“金额2,372,761.78元。 

  （3）增加合并利润表“研发费用”2018年度金额21,241,711.87元、2017年度金额13,068,719.25元，减少合并利润表“管理费

用”2018年度金额21,241,711.87元、2017年度金额13,068,719.25元。增加母公司利润表“研发费用”2018年度金额7,034,866.04

元、2017年度金额6,803,949.03元。减少母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2018年度金额7,034,866.04元、2017年度金额6,803,949.03元。 

  （4）合并利润表2018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40,021,219.30元、“利息收入”金额123,399.47元；2017年度列示“其中：

利息费用”金额36,948,562.30元，“利息收入”金额375,686.56元；母公司利润表2018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

38,075,300.90元、“利息收入”金额67,470.85元；2017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33,721,496.32元，“利息收入”金额

327,857.33元。    

     此会计政策的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

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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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萍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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