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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8                               证券简称：飞凯材料                       公告编号：2019-068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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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凯材料 股票代码 3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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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松 夏时峰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路 2999 号 上海市宝山区潘泾路 2999 号 

电话 021-50322662 021-50322662 

电子信箱 investor@phichem.com.cn investor@phi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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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324,362.33 742,616,309.66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464,262.65 155,721,414.82 -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2,901,478.43 148,268,720.84 -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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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242,056.96 139,644,275.41 -69.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0% 7.82%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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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295,958.92 3,489,677,396.06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64,818,599.91 2,185,375,206.35 3.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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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凯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89% 199,141,270  质押 118,524,000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7.00% 35,846,210    

张家口晶泰克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 17,034,515 17,034,515 质押 2,820,000 

北京联科斯凯物流软件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13,059,600    

王莉莉 境内自然人 2.40% 12,313,433 12,313,433 质押 12,313,433 

江苏凯凯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12,238,320  质押 6,624,000 

上海康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11,542,291    

新余汉和泰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9,070,480    

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8,955,223 8,955,223   

张艳霞 境内自然人 1.32% 6,751,836 5,063,8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莉莉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JINSHAN ZHANG（张金山）先
生之配偶；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JINSHAN ZHANG（张金

山）先生与张艳霞女士为兄妹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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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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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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始终秉承“为高科技制造提供优质材料”的宗旨，紧密围绕年初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贯彻董事

会的战略部署，继续深耕紫外固化材料、电子化学材料行业，在相关细分行业领域不断强化公司的主导地位。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2.44 万元，同比增长 0.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46.43 万元，同比下降 21.36%。 

（1）受下游影响，业绩增长暂承压   

在紫外固化材料方面，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贸易形势变化影响，下游光纤光缆行业增长速度趋缓。2018

年全球光纤光缆增速放缓至4%左右。报告期内，受下游光通信行业需求下滑的影响，公司紫外固化材料实现销售收入

18,411.0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97%。为确保公司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公司采取了积极的销售策略，以期进一步巩固

公司在行业的市场地位。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了5G商用牌照，

随着5G商用逐步拉开序幕，预计将对光纤的需求形成一定的提振作用。 

 

在电子化学材料方面，随着国内高世代面板产线逐步投产，公司混晶销量仍保持快速增长，但受下游面板降价影响，以

及行业竞争加剧，屏幕显示材料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下行压力。报告期内，公司电子化学材料实现销售收入52,072.5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21%。随着公司50t/a高性能光电新材料建设项目、100t/a高性能光电新材料提纯项目产能稳步上升，协同

效应将在未来得到不断增强和释放。此外，公司与外部团队开展OLED材料合作，掌握OLED配套材料的专利技术，已形成

小批量销售，有望受益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 

（2）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公司的研发能力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保证，公司保持一贯的重视研发投入的经营理念，为适应快速发展的产品和技术需

求，坚持自主创新与吸收引进相结合，在不断优化已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和产品不断升级，

强化项目储备及新产品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的研发支出达到5,523.58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的7.40%。 

 

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加强内部不同领域研发团队的合作，充分利用各团队的技术专长，不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不断为

公司后续发展储备内生增长动力。公司也保持着与境内外核心技术团队的合作，通过强化自主创新持续夯实和深化企业核心

竞争力，向其他新材料领域发展，以全面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文件，同意公司作为首批获得批准的承担单位筹建上海市光固化材

料工程研究中心组建工作，公司开展上海市光固化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组建工作是对公司在光固化材料领域自主研发能力、创

新能力、科研成果、技术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充分肯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新产品研发能力、应用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

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为中国高科技制造提供优质新材料做出积极贡献。 

（3）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布局OLED项目、全力推进自有资金投资项目“集成电路电子封装材料基地项目”等的建设。 

 

公司将根据长期的发展战略有序推进项目的建设，一方面积极向上游垂直整合，降低成本，加深公司在电子化学材料的

布局；另一方面，推进有机合成材料及其他新材料的布局，不断完善公司新材料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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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相关部门关于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的有关规定，积极提高管理水平，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内控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
司的长远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实施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激

励计划涉及公司172名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增强了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对实现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 

 

同时，公司从实际工作出发，积极开展对各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完善培训工作，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保证

各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5）加快布局新材料产业 

公司及时把握行业及市场创新趋势，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源优势，积极地寻求外延式发展，持续深化前述产品布局。 

 

公司将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运作，继续坚持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双轮驱动的战略，遴选优质企业及项目，把握国家

行业整合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本的战略合作，实现资本和经营的有机高效整合，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力，切实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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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经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规定，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

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影响金额 

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归并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4,220,117.9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4,220,117.92 

 

2）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规定编制财务

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修订通知》的规定编制执行，本公司经董事

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半年度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影响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39,047,653.66 

应收票据 123,598,719.70 

应收账款 415,448,933.96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17,602,550.99 

应付票据 81,409,935.87 

应付账款 136,192,6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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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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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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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凯创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5日，由本公司与展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陈昭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
资本5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55%股权，展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权，陈昭远持有其25%股权。截至资产负债

表日，投资款到账50万元。广东凯创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显示屏材料、电子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 

深圳飞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6日，由本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投

资款到账50万元。深圳飞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光电材料及电子材料的研发与销售业务。 

深圳凯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27日，由本公司与昆山长优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70%股权。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款到账50万元。深圳凯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新材料领

域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销售、进出口业务。 

安庆凯丰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17日，由本公司与上海嵘彩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58.35%股权。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款尚未实缴。安庆凯丰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电

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进出口等业务。 

上海飞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12日，由本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款

尚未实缴。上海飞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检测技术领域内的技术转让、开发、咨询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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