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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7                               证券简称：银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3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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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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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邦股份 股票代码 30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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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健生（代） 顾一鸣 

办公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鸿山路99号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鸿山路 99 号 

电话 0510-88991610 0510-88991610 

电子信箱 stock@cn-yinbang.com stock@cn-yinb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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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37,982.24 900,191,813.44 1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332,171.36 -36,304,400.38 6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3,073,021.00 -51,321,237.40 7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885,228.15 52,990,851.49 -16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0 -0.0442 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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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0 -0.0442 6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2.52%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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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0,802,540.36 3,052,772,288.24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2,387,771.46 1,475,526,849.40 -0.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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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新邦科技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0% 180,822,400 0   

沈健生 境内自然人 17.91% 147,197,621 110,398,216 质押 143,663,365 

沈于蓝 境内自然人 12.44% 102,217,600 0 质押 102,217,600 

银邦金属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21% 18,197,912 0   

单宇 境内自然人 1.07% 8,760,905 0   

郭雨霏 境内自然人 1.03% 8,500,000 0   

郭红松 境内自然人 0.96% 7,930,000 0   

周建林 境内自然人 0.78% 6,443,000 0   

成芳 境内自然人 0.71% 5,840,480 0   

银邦金属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70% 5,719,1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沈健生与沈于蓝系父子关系，沈健生与沈于蓝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

述情况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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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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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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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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铝热传输材料、铝钢复合材料、多金属复合材料及铝合金复合防护材料等。 

公司生产的铝热传输材料分为复合和非复合材料，主要应用市场为汽车、电力行业、工程机械和家用电器等，其中最大

的应用领域为汽车行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已成为了法雷奥、马勒、大众等国际一流汽车企业的重要供应商，近年来，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公司也大力开发新能源汽车冷却部件核心材料，现在已经通过下游合作伙伴同国内外主要

新能源车型都进行了配套。 

公司生产的铝钢复合材料主要应于于电站空冷行业，并打破了火电站空冷机组核心材料长期为外国企业垄断的局面。公

司生产的铝钢复合材料在电站空冷行业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50%以上，成为了该材料全球最大的生产企业。 

公司生产的多金属复合材料，是通过各种技术将不同种金属紧密的结合到一起形成的新型材料，产品高度定制化，种类

繁多，用途多样。这类产品工艺复杂，是公司最具技术竞争力和领先性的产品种类，当前公司生产的金属复合材料种类和技

术难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主要应用领域为家电（高端炊具）、电力设备、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手机）等。报告期内公

司生产的华为P40系列手机摄像头模组轻量化材料销量同比、环比均大幅增长，相关收入达到3283.51万元，已超过公司上年

全年对于消费电子行业的销售金额。 

公司生产的铝合金复合防护材料属于军用材料领域。当前，轻型、高机动和防弹性已经成为军用装备特别是地面装备的

重要性能指标，而兼具轻型性和防弹性能的铝合金复合材料是这类装备的重要选择，未来大量装备的全铝化已经成为趋势。

该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为军用战斗车辆。 

    2018年9月，银邦防务完成了对贵州黎阳天翔科技有限公司的并购，成为黎阳天翔持股70%的控股股东。黎阳天翔原为中

国航发集团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营产品为国防用专用装备及零部件。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铝基系列、铝钢复合系列、多金属系列材料领域，积极应对行业及市场变化，不断提升营销和管理

效率，全面落实公司年度目标和发展战略，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10.8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9.9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1233.22万元，同比增长66.03%。公司净利润的增长主要由于公司综合毛利率上

升，铝基系列销售量同比增长7.91%，销售额增长4.66%，铝钢复合系列、多金属系列销售量同比增长142.71%，销售额增长

187.01%。 

公司持续打造更加专业、高效的营销团队，搭建完善的销售网络，不断开拓市场。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

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公司快速响应，积极应对。春节后，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公司快速复工复产，

为稳产保订单做努力。受疫情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海外销售额同比减少23.28%，但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公司国内销售额同比增加33.72%。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公司依然实现了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99%，净利润同比增长

66.03%，这是在以沈健生总经理为主的管理团队领导下，对公司各项业务进行了重新梳理，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

取得的。同时，公司加大了新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公司产品品质得到大幅提高，客户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从而提高公司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手机用多金属复合材料的销量同比大幅增长，主要为公司生产的华为P40系列手机摄像头模组轻量化材

料的销量同比、环比均大幅增长，相关收入达到3283.51万元，已超过公司上年全年对于消费电子行业的销售金额。公司将

加大研发力度以做到模组轻量化材料在手机用多金属复合材料的技术领先地位，相信随着公司技术的不断完善，产品品质不

断提高，公司的手机用多金属复合材料会被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认可，未来公司的手机用多金属复合材料会运用到更多主流

手机厂商生产的新机型上。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军工业务的发展，公司体系内防护材料、3D打印材料及部件、军品设计等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并且在各版块之间产生了较好的协同作用。控股子公司黎阳天翔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289万元，同比增长120.22%，实现

净利润3,335万元，同比增长214.9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规范运作、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及投资者关系维护与管理工作，通过严格执行公司治理相关规

定和及时、高效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运作的规范化、透明度，主动接受监管部门、交易所和广大投资者的监督，维护公司

良好的形象。加强内控建设，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报告期内，公司单吨生产成本同比减少4.05%。 

为助力抗击新冠疫情，切实履行公司社会责任，传递社会正能量，公司在国内疫情还处于较严重期间，积极协调控股子

公司黎阳天翔将其在春节期间紧急生产的10台烟雾消毒车向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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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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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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