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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6                               证券简称：上海新阳                         公告编号：2017-028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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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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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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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193,765,94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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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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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1-57850620 021-57850620 

电话 021-57850066 021-5785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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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半导体专用化学材料及配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公司主

要产品为半导体领域专用的电子化学品及其配套设备产品。上海新阳是以技术为主导的高科技企业，多年来坚持自主研发，

立足于电子电镀和电子清洗两大核心技术，服务于电子、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用户，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化学材料、配

套设备、应用工艺、现场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上海新阳凭借在半导体行业多年的积累以及突出的技术优势，在半导体传统

封装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市场的主流供应商，近年来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和市场，不断拓展其化学品及设备的应用领域。一方面，

在半导体领域持续纵深发展，除了半导体传统封装的电子化学品外，还投资进入半导体硅片、半导体湿法制程设备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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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供晶圆制程和晶圆级封装的电子化学品、设备、晶圆划片刀等产品及一体化的技术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向功能性化

学材料的其他应用领域积极横向拓展，通过并购、投资、合作等方式，在工业特种涂料、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化学品等一些

新的产品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布局和尝试，为公司未来长远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二）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正处于中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的密集投入及快速增长阶段，仍然保持着规模继续扩大，

技术快速提升，产品不断更新的发展趋势。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一直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略性基础产业，而半导体材

料和设备制造业作为支撑行业，在其中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目前国内半导体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还有一定差距，

但我国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在部分细分领域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并打破国外公司的垄断。从长远来看，打造我国半导体产业完

整的产业链并实现进口替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自2014年6月国务院公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以来，国

家政策支持力度空前，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全球半导体产能向中国大陆转移趋势非常明

显的大背景下，我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在未来十年迎来大发展的黄金十年。上海新阳作为我国本土半导体材料行业的领

先者，将会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保持技术优势和行业地位优势，把握良好的发展机遇，使公司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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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413,835,292.76 368,480,223.05 12.31% 376,170,29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99,400.54 42,326,336.96 28.52% 68,214,10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182,583.88 40,585,148.89 18.72% 66,147,18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78,148.95 -5,475,756.00 1,350.57% 22,294,61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8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8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4.81% -0.07% 8.3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470,103,009.26 1,159,959,928.78 26.74% 1,040,871,25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1,876,446.61 905,683,772.48 37.12% 854,907,1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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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85,351,636.15 106,440,479.29 120,992,472.95 101,050,70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73,013.02 12,684,565.41 13,424,173.94 12,117,64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24,241.40 8,962,462.04 12,956,422.67 10,339,45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87,309.16 9,793,511.34 21,070,084.77 -472,7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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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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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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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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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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上海新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2% 19,412,000    

李昊 境内自然人 7.58% 14,680,801 14,680,801   

周海燕 境内自然人 2.15% 4,169,07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移动互

联网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3% 2,771,098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9%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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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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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071   

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93% 1,8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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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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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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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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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3,835,292.76元，比2015年度增长12.31%；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99,400.53元，比2015年度增长28.52%。2016年化学品实现销售收入147,752,195.17元，比2015年增长17.55%；设备实现

销售收入22,962,077.75元，比2015年增长44.78%；功能性涂料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36,517,634.45元，比2015年增长7.43%。本

报告期合并后净利润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产能陆续释放，营收增加所致。2016

年公司虽然业绩开始反转，实现了较大增长，但由于募投项目产能尚未充分释放，公司经营规模及业绩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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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现盈亏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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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2016年公司申请专利10件，其中发明专利5件，实用新型5件；授权专利19件，其中发明专利11件，实用新型8件。公司2016

年3月非公开发行10,721,944股，募集资金299,999,993.12元，为大硅片项目今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6年，全资子公司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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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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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年初确定的预算目标，营业收入创出了历史新高，达到2.37亿元。此外，2016年新申请专利4项，获得授权专利4项，其中

美国专利1项，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目前公司已拥有授权专利28项，其中美国专利1项，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

型专利9项，外观设计专利2项，成功开发了“高固低粘含氟材料”，并获得江苏省及常州市高新技术产品认证，进一步增强了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参股子公司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自2016年10月31日成功生产出第一根300mm晶棒后，连续生产出长度超过1.8m

的晶棒，继续在质与量上不断提升。截止目前，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已进入试生产阶段。公司2016年3月非公

开发行10,721,944股，募集资金299,999,993.12元，为大硅片项目今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参股子公司东莞市精研粉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精研”）因2015年下半年起蓝宝石市场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导

致公司投资的在云南建设蓝宝石单晶专用的高纯氧化铝材料生产线项目目标无法达成。经2016年3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对东莞精研的投资由5000万元减为1000万元，同时持股比例由20%调整为11%。2016年东莞精研

由于蓝宝石市场仍处于低迷状况，高纯氧化铝的销量进一步萎缩，产品售价不断降低，导致东莞精研公司在2016年产生了较

大亏损。上海新阳公司对东莞精研的投资计提了664.69万元的减值。预计2017年上半年甚至2017年全年，蓝宝石市场无法恢

复。东莞精研公司的经营层正加大其它高纯金属粉末的开发力度，其中2015年末立项的“3D打印金属粉的联合雾化法制备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的项目，在2016年获得了政府的首期补助款300万元。希望通过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形成新的增长点，从

而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 

参股子公司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10月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由原上海新阳电子化学有限公司更名

为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晶圆级湿制程设备的设计、开发、

生产及贸易。截至目前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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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阳硅密

正在不断积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一站式服务。 

    2016年12月公司筹划在东莞投资设立上海新阳半导体湿法工艺应用开发中心，目前第一笔投资款已经到位，公司已完成

工商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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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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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材料 147,752,195.17 75,004,363.29 49.24% 17.55% 4.10% 6.56% 

氟碳涂料 210,436,996.62 123,970,991.45 41.09% 15.33% 18.97%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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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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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司合并范围新增芯封（上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减少上海新阳电子化学有限公司【现名新阳硅密（上海）半

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及江苏考普乐特种涂料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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