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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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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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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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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49,291,415.43 元，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4,821,047.13 元，以母公司净利

润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4,482,104.71元后，本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40,338,942.42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78,728,227.83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为

119,067,170.25元。              

 公司拟定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210,400,000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全部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股派送现金 0.7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4,938,400.00

元，占合并报表本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30.31%。剩余未分配利润 104,128,770.25 元滚

存至下一年度。 

 公司 2017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截止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资本公积

金余额为 50,934,059.77元，根据公司现有情况，拟定 2017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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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纯科技 60369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柴心明 张  娟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紫海路170号 上海市闵行区紫海路170号 

电话 021-80238290 021-80238290 



电子信箱 pnc@pncs.cn pnc@pncs.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公司主要为电子、生物医药等行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高纯工艺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

业务包括高纯工艺系统与高纯工艺设备的设计、加工制造、安装以及配套工程、检测、厂务托管、

标定和维护保养等增值服务。该领域产业技术涉及物理、半导体物理、物理化学、电化学等多种

基础科学和化工、机械、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软件、材料、表面处理等多种工程学科，属于多

学科交叉行业。 

 公司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泛半导体产业（集成电路、MEMS、平板显示、光伏、LED 等）、光

纤、生物制药、食品饮料行业等工艺复杂精准且需要对生产的工艺流程进行制程微污染控制的先

进制造业。高纯工艺系统是保证和提高这些行业产品良率的必要条件，是这些行业生产工艺流程

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公司 

 在报告期内为用户提供高纯工艺系统、工艺设备、专业服务和开始工艺相关材料的相关业务。

 高纯工艺系统的核心是系统设计，系统由专用设备、管道、仪表、阀门、配件等组成；系统

的前端连接高纯介质储存装置，系统的终端连接客户自购的工艺生产设备。高纯工艺系统能将制

程所需的高纯介质(特殊气体、化学品、液体等)从源头稳定的传输至终端设备，同时保证高纯介

质避免二次污染，其作用具体表现在：满足生产工艺的纯度要求。衡量高纯介质中不纯物的最重

要指标通常采用体积比浓度，常用的有百万分之一(ppm)、十亿分之一(ppb)。使用高纯工艺系统

的行业对于制程线宽都控制在 1 微米以下甚至在纳米级，在泛半导体行业的芯片制造工艺中，即

使百万分之一的水氧分含量或零点几微米的杂质颗粒附着在芯片表面都会降低芯片的绝缘性或导

通性，导致集成电路的短路、断路甚至腐蚀，从而直接影响制程芯片的品质和良率。因此通过高

纯工艺系统实现不纯物控制是最核心的关键点。 

 公司致力于为高端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超高纯工艺系统的解决方案，可以依据特点区分为电

子和生物医药领域。 

 电子领域涵盖：超高纯工艺特种气体纯化、供应和尾气处理系统；超高纯化学品调配系统；

超高纯化学品供应系统；工艺气体及化学品回收系统；研磨液供应系统；GMS/CMS/GDS 系统；生

产数字化系统等。 

 生物制药领域涵盖：纯水系统；注射用水系统；纯蒸汽系统；配液系统；CIP/SIP 系统；MES



系统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提供的主要产品为高纯工艺系统和高纯工艺设备，以定制化设计、生产、安装为主要生

产模式，包括公司开发生产的高纯工艺系统的专用设备和设计加工的输送分配管道等。同时公司

还提供客户厂务建设的配套工程、以高纯工艺系统为核心的检测、维护保养、系统升级和厂务托

管等增值服务。公司业务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以竞标为主的营销模式 

 公司持续研究下游行业发展动态，集中聚焦于未来 1-2 年内市场需求最旺盛、盈利前景最好

的重点行业，通过参加行业展会、举办系统知识讲座、定期回访存量用户以了解用户工艺更新需

求、收集行业资讯等方式获取客户需求与业务信息。 

 2.项目采购为主、集中采购为辅的采购模式 

 公司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定制化的设计、生产和安装，以满足不同客户的生产工艺要求。在采

购方面，公司以项目采购为主，集中采购为辅，以满足不同承接项目的不同生产工艺所要求的原

材料采购。这种生产模式可以有效地规避大量原材料的囤积。 

 公司在根据不同项目要求分次采购的同时，还会进行少量集中采购以实现提前备货，这种方

式可以提高公司的议价能力，降低采购单价或延长公司付款信用期，有利于公司与供应商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保证货源的质量和充足性，降低项目采购可能造成的原材料不足的风险。 

 3.以定制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高纯工艺系统，其生产过程包括设计、专用设备生产、现场预制、系统安

装四个环节。由于客户的工艺要求不同，系统生产均采用定制化模式，即中标以后，由技术中心

以项目为单位制定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系统所用的专用设备由制造中心根据技术中心的要求制

定专用设备的生产工艺流程，在公司的生产车间完成；工程中心负责管道、阀门、仪表、配件的

客户现场预制，再根据设计方案的要求完成整个系统的安装。 

 根据公司的生产模式，专用设备生产、现场预制、系统安装均会涉及原材料的使用，具体情

况如下： 

 在专用设备生产阶段，专用设备生产所需的外柜、管道、阀门、仪表、配件、电气控制等部

件均系外部采购，专用设备设计所要求的加工与组装程序由公司自行完成。专用设备的定制化程

度较高，因此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所进行的非标准化加工与组装系其核心价值所在。 

 在现场预制阶段，预制的对象主要包括专用设备、管道、阀门，其中专用设备、阀门的预制



主要系根据设计安装要求预制成专用设备组、阀门组，管道预制主要系根据设计安装要求进行切

割、焊接。现场预制均由公司自行完成。 

 在系统安装阶段，需要安装的内容包括专用设备、管道、阀门、配件、仪表、电气控制，其

中专用设备包括整机外购、自行生产两种来源，管道、阀门、配件、仪表、电气控制均系外部采

购并经过现场预制后进行安装。 

 4、以增值服务为后续盈利点之一的服务模式 

 公司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1）产品售后服务，主要是高纯工艺系统的调试与维护保养。这部分业务的发展与壮大主要

依赖高纯工艺系统的销售情况，难以独立划分； 

 （2）系统检测、标定、数据分析和气化厂务托管。这部分业务系公司提供的增值服务，检测

与标定能够帮助客户实现生产监督、及时发现运行中的问题，数据分析能够帮助客户深入了解实

际生产情况、改进工艺，气化厂务托管则涵盖客户生产的全部过程，有利于客户专注于自身终端

产品的研发和销售。 

 （三）行业情况 

 1.公司所处的行业 

 目前公司所属行业尚未有明确的指定。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公司隶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C35），并交叉涉及建筑业中的建筑装

饰和其他建筑业（E50）。     

 公司所处行业为新兴行业，目前尚无明确的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所

涉及的行业主管部门主要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所涉及的行业自律组织主要包括中国电子学会洁净

技术分会、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安全分会、中国太阳能光伏协会、中国 LED 显示应用行业协会、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 

 2.行业发展概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新兴行业，随着泛半导体（集成电路、MEMS、平板显示、光伏、LED 等）、

光纤、生物医药及食品饮料等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高纯工艺系统行业应运而生。高纯工艺系统与

厂务动力系统以及尾气废液处理系统共同构成了工业企业的厂务系统，为工业企业的核心工艺设

备运转提供支持。 

 与钢铁、机械等传统制造业不同，泛半导体等现代制造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朝精密化、微



型化方向发展。从第一个晶体管到纳米级别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制程中的精细加工、精细控制成

为生产工艺的关键环节。     

 在几乎所有和“精细”相关的技术中，杂质对制程的结果都会产生不利甚至极为有害的影响：

在极低温度（-270℃）下，微量的氧和水会变成坚硬无比的固体，成为透平机的天敌；少量的病

菌会对手术产生致命的影响；微量的特种元素会改变钢铁的性能；空气中悬浮的颗粒会影响精密

加工仪器（陀螺仪）的性能；百万分之一以下的氧水含量会使大量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报废。

生产工艺对物料、介质的纯度要求首先催生了不纯物控制技术的发展，随后以该技术为核心逐步

演化成一个完整的实物产品——高纯工艺系统，实现整个生产过程的不纯物控制。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高纯工艺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从光伏、半导体等行业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行业发展，并因其在多种不同行业的应用，形成多学科交叉的显著特点，技术知识涵盖

物理、半导体物理、物理化学、电化学等多种基础科学和化工、机械、材料、表面处理等多种工

程学科。    

 

 衡量高纯工艺系统的核心指标为不纯度控制级数。最初高纯工艺系统实现的纯度控制为 ppm

（百万分之一）级。随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生产工艺对纯度的要求逐步提高，纯度控制从 ppm

逐步发展到 ppb（十亿分之一）及以下。目前，ppb 以下级控制技术即量子级不纯物控制技术已

广泛应用在半导体集成电路、LED、光伏、生物制药、医疗、超低温（超导）等行业，以及精密加

工与测试、特殊工况（核反应堆，高纯高温高压高腐蚀）作业中。 



 高纯工艺系统目前主要用于泛半导体产业（集成电路、MEMS、平板显示、光伏、LED 等）和

光纤、生物制药及食品饮料行业，通过控制高纯工艺介质（气体、化学品、水）的纯度，以实现

其制程精度要求，保障并提升产品良率，下游先进制造行业的高纯工艺系统直接影响了工艺设备

的运行及投产后的成品率。 

 随着下游客户所在行业的不断发展升级，对高纯工艺领域呈现以下趋势： 

 本土供应商优势在增大 

 随着泛半导体、生物制药等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半导体制程工艺的不断升级，下游客户对高

纯工艺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进入壁垒相对较高。长久以来，该领域以日本、美国、韩国、法国等

企业供应商为主。公司十多年来持续服务于泛半导体行业，紧随泛半导体行业几乎从零开始到如

今遍地开花的高速发展，跟动用户不断发展的需求，设计和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大量高

稳定度的用户，都是一个进口替代的过程。晶圆厂的要求极高，高纯工艺系统是一个行和不行的

系统，关乎良品率，这是壁垒也是机遇。随着这批晶圆厂的扩建浪潮，公司产品和服务已经顺利

进入一线用户，证明了本土供应商完全有实力服务于本土的一线用户。未来，本土供应商有着成

本优势、快速响应优势，以及跟动研发的优势，会有更多机会。 

 高纯工艺系统集合程度的提高 

 高纯工艺系统由专用设备、管道、仪表、阀门、配件等组成，连接介质储存装置与客户的工

艺生产设备，是客户生产线的前端部分。随着洁净室内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大量的设备和系

统所占的投影面积要求越来越少，对系统集合程度的要求不断提高。 

  客户服务向解决方案的系统化方向发展 

 高纯工艺行业的发展目标从满足客户的工艺要求逐步向为客户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演变，

在源头上，高纯工艺系统行业可以为客户提供高纯工艺介质；在系统建成后，可以将定期检测服

务衍生至 7x24 小时的不间断监控、系统运行托管，还可以通过分析数据帮助客户改进生产工艺；

可以单独为客户提供或采购所需设备。行业价值链的扩展为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98,781,335.73 620,279,152.70 620,279,152.70 61.02 498,867,696.84 

营业收入 369,077,914.79 263,297,955.72 263,297,955.72 40.18 207,506,79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9,291,415.43 45,309,185.87 45,309,185.87 8.79 17,698,694.06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423,081.66 34,438,729.34 34,438,729.34 20.28 15,721,44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05,063,513.34 293,040,865.64 293,040,865.64 38.23 247,972,71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204,771.73 -18,418,459.34 -18,418,459.34 -270.31 2,097,986.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8 0.290 0.290 -17.93 0.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8 0.290 0.290 -17.93 0.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89 16.76 16.76 减少3.87个

百分点 

7.4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9,156,532.78 108,957,382.40 67,383,153.36 143,580,84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05,796.07 17,198,692.97 11,008,976.01 13,277,95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72,321.00 17,980,711.95 10,652,374.86 11,217,67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94,470.10 -26,189,705.05 -15,857,870.24 14,937,273.6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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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5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8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蒋渊 0 7,600.32 36.12 7,600.32 质押 2,000 境内自

然人 

陆龙英 0 2,786.16 13.24 2,786.16 质押 1,50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1,404 6.67 1,404 无  其他 

尚纯（上海）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0 1,266.72 6.02 1,266.72 无  其他 

宁波维科新业成长一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092 5.19 1,092 无  其他 

吴海华 0 1,014 4.82 1,014 质押 150 境内自

然人 

孙时伟 0 312 1.48 312 无  境内自

然人 

周亚春 145.59 145.59 0.69 0 无  未知 

上海至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 124.8 0.59 124.8 无  其他 

钟格 86.5 86.5 0.41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上海至纯洁净

系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4 

年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 

14 至纯债 125523 2015年 2月 13日 2018年 2月 1日 49,962,275.06 7.5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期

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

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

记日 15:00 前所持有的本期债

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

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

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

付债权登记日 15:00 前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

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上海证券交

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7 年 2 月 13 日公司对“14 至纯科技债”进行付息，支付 2016 年 2 月 13 日至 2017 年 2

月 12日期间的债券利息，计息年利率为 7.5%，债权登记日为 2017年 2月 10日。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58 52.76 11.0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3 0.44 -48.76 

利息保障倍数 5.09 7.34 -30.7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9亿元、总资产 9.9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05

亿元、实现营业利润 4983.6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929.14 万元、每股收益 0.238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40.18%、增加 61.02%、增加 38.23%、增加 22.67%、增加 8.79%、减少

17.9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

会〔2017〕13 号）的规定，本公司

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前述准

则。 

第三届

董事会

第七次

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资产处置收益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资

产处置收益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2017

年“资产处置收益”科目，金额为 237,653.90 元，“营业外收入”科目减

少 237,653.90 元。该调整事项对报告期内损益无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本

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前

述准则。 

第三届

董事会

第七次

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

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2017 年“其

他收益”科目，金额为 1,570,064.41 元，“营业外收入”科目减少 1,570,064.41

元。该调整事项对报告期内损益无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三届

董事会

第七次

会议审

议通过 

1）本公司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利得和损失变更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同时对 2016 年度比较数据进

行调整，2016 年“资产处置收益”科目，金额为 11,639,119.34 元，“营业

外收入”科目减少 11,983,462.29 元“营业外支出”科目减少 344,342.95

元，对资产总额和净利润无影响。2）本公司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

的政府补助变更列报于“其他收益”，无需对 2016 年度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本期纳

入合并范围的公司为本公司和 12 家子公司，比上年合并范围新增 6 家子公司，具体见本附注 7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