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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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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通股份 60033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晓彬 吴建美 

电话 0573-80701330；021-53391002 0573-8070133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

上海市徐汇区古美路1658号6C幢 

浙江省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

129号 

电子信箱 zxb@tdgcore.com wjm@tdgcor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6,307,366,856.93 5,939,270,633.59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33,660,473.70 3,826,675,429.69 5.4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466,276.28 -194,326,987.51 47.27 

营业收入 1,180,754,875.77 1,236,629,305.52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296,344.42 162,066,488.03 -2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411,584.88 137,577,722.98 -5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4.26 减少1.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163 -28.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6 0.163 -28.8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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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00 129,561,810 0 质押 129,552,000 

潘建清 境内自然人 5.75 57,306,180 0 质押 37,200,000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7 43,596,730 0 质押 43,596,729 

杜海利 境内自然人 2.66 26,520,122 0 质押 13,26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 24,000,000 0 未知   

潘建忠 境内自然人 2.00 19,920,000 0 质押 10,800,000 

潘娟美 境内自然人 1.91 19,056,000 0 质押 15,600,000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13,768,519 0 无   

海宁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0.92 9,153,552 0 无   

沈英杰 境内自然人 0.84 8,392,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潘建清与第四大股东杜海利

为夫妻关系，为第一大股东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与第六、第七大股东潘建忠、潘娟美为兄弟、

兄妹关系。第八大股东为本公司回购股份设立的专户，

第九大股东为发起人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075.49 万元，同比下降 4.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529.63 万元，同比下降 28.86%。主要影响因素如下表： 

项目 同比增幅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4.52% 

受照明市场去库存影响,LED 外延客户产能受限，蓝宝石晶棒和衬

底材料需求大幅下降，影响整体蓝宝石晶体材料收入，从而影响公

司整体营业收入。报告期，蓝宝石晶体材料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0,823 万元，毛利同比下降 3,914 万元。 

投资收益 -104.97% 

公司前期投资的孵化企业正处于初始投入期，导致本期投资收益同

比下降。报告期，对联营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460 万元，

股权转让取得的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717 万元。 

研发费用 46.77% 
为提升产业的技术升级，子公司技术研发及产品应用开发的投入大

幅增加。 

财务费用 47.25% 本期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677 万元。 

职工薪酬 2.6% 
公司因发展需要，加大了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及投入，本期应付职工

薪酬发生额同比上升。 

所得税费用 335.01% 母公司本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减少。 

公司持续坚持以电子材料为核心，围绕粉体材料与关键设备、晶体材料与关键设备两条发展

主线，材料与装备互为支撑、协调发展的产业策略，不断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应用开发的投入。

通过加强核心客户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产品结构调整为根本，持续推进精益管理，提升公

司运营管理效率。 

1、电子材料与部品业绩基本稳定 

报告期内软磁业务基本保持稳定，整体上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程度可控。公司在市场拓展方

面以 5G通信、汽车电子、云端服务器、物联网等应用领域的材料新产品作为重点开发方向，积极

开发高频、宽温、低功耗性能材料，以国内外一线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厂商等重点终端应用为

市场拓展方向。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加大了自动化生产线的改造投入，国内首条软磁材料全自动生

产线在 4 月份正式启用，为公司软磁材料制造实现智能化、自动化、清洁化、高效化打好了坚实

的基础，为公司软磁的第三次大规模技术改造。目前已获得了行业重要客户订单，为未来业绩的

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蓝宝石晶体事业管理团队抓住 LED 照明企业的合作，不断提高晶棒生产效率。加强与 PSS 企

业的协同，使衬底片生产任务保持相对稳定。大尺寸晶体顺利量产，进一步提升了晶体的生长能

力和 LED 产品的竞争力。此外，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的策略，拓展了新的应用领域，蓝宝石在高

端智能手表表镜、智能移动终端盖板、工业医疗设备盖板和大尺寸视窗类等产品市场有了新的增

长。摄像头保护片和指纹识别片等产品也顺利和国内的一线智能手机厂商合作，奠定了公司蓝宝

石镜头生产国内领先的地位。 

随着物联网、智能手机、可穿戴终端、5G 等先进电子通讯技术普及，声表滤波器（SAW）需

求即将爆发，但目前声表滤波器和压电晶体材料都被日美厂商垄断，LN/LT 晶片作为滤波器的基片



材料，国产替代正当时。公司压电晶体产业已经形成 4 英寸、6 英寸 LT、LN 各种轴向晶片的量产

能力，产品质量获得国内外客户认证。在晶片黑化、抛光等关键技术上，已经获得相关发明专利，

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公司秉承技术和规模优势，已经顺利实现国内几家下游客户批量供货，

稳健推升产能，并积极开发国外市场。公司将继续坚持以大客户战略为核心，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降本增效，积极把握声表滤波器国产化和 5G 时代的新机遇，进一步做强压电晶体材料产业，用

三至五年的时间逐步成长为国际主流压电晶圆供应商。 

部品业务在 2019年的战略发展定位为质量发展年，以质量为中心，围绕质量提升改进、市场

开拓、运营管理、设备技改开展经营活动，质量口碑持续提升，增强了市场拓展基础。 

2、高端专用装备不断突破，业绩快速增长 

2019 年以来，公司坚持围绕粉体材料、晶体材料、显示面板三大行业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

销售的同时，重点发展半导体硅片设备、柔性面板设备的研发。通过与国内龙头企业的协同开发

与深度合作，硅片成套加工设备与 AMOLED 模组绑定设备产业化应用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本报

告期末，除已交货客户外，公司专用装备业务累计已获得客户新增订单近 10 亿元。 

（1）积极开拓新产品，新市场 

2019 年来，公司在对拥有核心技术设备的业务比重逐步增强，推出一系列占据核心生产工序

的高端设备。公司内部重点在培育新业务、发展新市场、开发产品、导入新观念、吸收专业人才

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加快新市场、新业务开发进度。显示面板行

业、半导体行业是国家大力扶持发展的行业。在显示面板行业，公司积极进行 AMOLED 模组工艺

设备的研发，目前 COF/COP,FOF/FOP 绑定设备已成功量产并获得行业重要客户订单。 

(2)受益于市场和政策，设备产业保持持续增长 

受益于新材料、新能源、新型显示和半导体等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提升，依托于自身研发创新

能力的不断提高，公司专业装备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粉体材料专用的成型压机、周边磨床、烧结设备在电子陶瓷、粉末冶金、硬质合金、锂电池

行业的订单饱满，市场持续突破、增长稳定。 

晶体材料专用设备随着关键技术和工艺的突破，光伏行业单晶生长市场份额明显提升，切磨

抛设备技术优势明显，获得行业标杆客户订单。 

半导体行业的 8 吋单晶生长设备、截断取样片一体机、滚圆开槽一体机已交付客户使用，硅

片研磨/抛光机、晶圆减薄机获得客户订单。 

柔性显示面板制造专用设备取得实质性突破，AMOLED 在线自动化设备继续保持较高的市场

份额，模组绑定工艺设备获得重要客户端订单。 

(3)持续完善、强化内控体系，实现管理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良好的运营构架，持续进行管理创新，不断完善和强化现有的内控体系，

加强内控监督审核，为公司健康、良性运营提供更切实可行的内控管理需求服务和成果输送，使

内控体系更完善、合理、有序，保障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促使公司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3、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可期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东方天力、博创科技和亚光科技的市值合计 111,566.39 万元。博

创科技股份将于 2019 年 10 月上市流通，亚光科技股份将于 2020 年上市流通。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