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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20-078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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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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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宙邦 股票代码 3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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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九三 陈一帆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昌业路新宙邦科技大厦 20 层 深圳市坪山区昌业路新宙邦科技大厦 20 层 

电话 0755－89924512 0755－89924512 

电子信箱 stock@capchem.com securities@cap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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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93,378,847.56 1,056,618,524.21 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670,926.46 134,045,632.44 7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20,225,788.30 126,481,994.62 7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6,643,335.86 352,700,350.39 -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36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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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36 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0% 4.61%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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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170,544.48 4,948,955,341.42 2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23,723,909.25 3,244,385,380.46 42.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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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九三 境内自然人 13.90% 57,099,936 42,824,952 质押 3,576,000 

周达文 境内自然人 7.68% 31,558,976 23,669,232   

钟美红 境内自然人 6.06% 24,903,104 18,677,328   

郑仲天 境内自然人 5.69% 23,391,168 17,543,376   

张桂文 境内自然人 3.16% 12,984,224 9,738,168 质押 999,999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0% 10,701,02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6% 8,069,20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睿

远成长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9% 7,340,87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时代先

锋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67% 6,862,586 1,963,143   

邓永红 境内自然人 1.46% 6,004,7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覃九三和邓永红系夫妻关系，覃九三、周达文、郑仲天、钟美红、邓永

红和张桂文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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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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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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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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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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337.88万元，同比增长12.94%；实现营业利润27,009.29万元，同比增长70.8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767.09万元，同比增长77.31%。公司深耕战略客户，采取差异化市场策略，对进入实际开发阶

段和交付阶段的战略客户，以项目管理模式进行市场开发与维护，构建以顾客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大事业部制的组织体

系；同时实施全过程品质风险管控体系，突出质量改进与质量成本管理，降低综合成本，提升经营绩效。 

报告期内，电池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8,828.22万元，同比增长8.38%。2020年上半年，一方面因欧美主要发达国家

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支持，欧美新能源汽车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给公司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另一方面，虽然国

内市场竞争激烈，但公司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与市场策略，优化整合客户资源，保证了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同时，报告期内，

因疫情影响，一次锂电需求增加，加上风电领域带动超电容发展，公司上半年超容电解液及一次锂电池电解液也有了较好的

发展，保持了较好的市场占有率和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有机氟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0,876.08万元，同比增长32.68%。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八大

类核心产品之一的含氟医药中间体增速明显。同时，企业凭借着技术优势与近几年来的市场口碑，进一步拓宽了以环保型含

氟表面活性剂产品为代表的市场。内外贸客户群体同比有了明显的上升，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不断优化，极大降低了企业经

营风险。目前，国内及国际上对氟精细化学品的需求巨大，政府对精细氟化工的扶持力度也在逐步加强，含氟精细化学品市

场未来前景广阔。 

报告期内，电容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4,613.12万元，同比增长12.87%。2020年上半年随着电解液业务及部分化学

品业务市场份额的上升，使得电容业务营业收入整体同比有所上升。但是，受全球疫情等的影响，电容市场整体需求下降，

电容市场竞争激烈，成本压力由电容厂商向上游材料厂商传导。承受整体经济下行和上游客户压价的双重压力，公司通过持

续不断的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通过推行精益生产，降低成本，较好地维持了电容化学品业务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半导体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625.17万元，同比下降24.25%。2020年上半年公司核心产品铜蚀刻液进行

了迭代验证，目前已恢复正常交付。近几年来，在国家以及行业政策的扶持下，材料“国产化”是未来的大趋势，国内高端

IC湿电子化学品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公司通过在半导体领域的多年深耕和投入，目前在客户端认证进展顺利，电子级氨水、

双氧水等IC高端湿电子化学品已批量交付国内外半导体终端客户，随着在客户端的认证有序推进，未来公司在该领域将会有

更大的发展，为材料“国产化”做出一份贡献和力量。 

总体而言，2020年在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公司围绕“深耕战略客户、建好重点项目、优化组织体系、稳固品质基础、

降低综合成本、提升经营绩效”的工作主题，脚踏实地，确保完成公司全年经营计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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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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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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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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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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