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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54                           证券简称：三超新材                           公告编号：2020-054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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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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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超新材 股票代码 30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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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鑫 张赛赛 

办公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开发区致远路 66 号 江苏省句容市开发区致远路 66 号 

电话 0511-87357880 0511-87357880 

电子信箱 zhouhx@diasc.com.cn zhangss@dia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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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89,187.28 108,118,209.60 2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08,989.08 6,318,599.04 10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543,294.98 5,434,855.32 11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3,579.60 5,789,472.68 -14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9 0.0675 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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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9 0.0675 10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1.2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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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996,620.28 922,417,241.13 -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1,449,914.80 500,367,643.14 2.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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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余耀 境内自然人 39.75% 37,206,385 27,904,789   

刘建勋 境内自然人 13.97% 13,072,520 9,804,390   

苏州凯风万盛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2% 2,920,169 0   

上海派哈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811,808 0   

镇江君鼎协立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9% 462,254 0   

成都晟唐银科创

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425,515 0   

李强华 境内自然人 0.35% 330,100 0   

王小凤 境内自然人 0.27% 250,000 0   

杨波 境内自然人 0.25% 233,600 0   

徐彦芬 境内自然人 0.21% 19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杨波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3,600 股。

公司股东徐彦芬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4,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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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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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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运行都造成

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大。针对突变的形势，公司管理层认真研判，积极应对，在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改观。2020年1-6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3188.92万元，同比增长21.9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90.90万元，同比增长104.30%。各项具体经营

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持续夯实成本品质管理，金刚线业务触底回升 

公司自2019年3季度完成金刚线技改以来，金刚线（硅切片线）品质、生产良率、生产成本等指标均有较为明显改善，

金刚线业务毛利率等各项经营指标也呈逐季改善态势，产品品质及稳定性在客户端也树立了较好的口碑。2020年上半年，受

疫情影响，公司个别月份因停工停产影响了产销情况；日本专家无法来华，导致扩产项目未能如期投产，尽管如此，公司上

半年金刚线业务营收同比仍然实现了近30%的增长，毛利率同比也增加了8个多点。随着未来光伏行业的持续发展，以及公

司产能的进一步提升，公司金刚线业务有望实现触底回升。 

2、新品开发持续推进，半导体用金刚石精密工具等新品进展显著 

公司持续坚持在半导体用金刚石精密工具等新品开发上的投入，今年以来，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背减砂轮2000

目以上精磨产品技术实现明显突破，目前产品规格正从原来的2000目以下粗磨产品向上覆盖至更高目数的精磨产品，产品加

工应用领域也从原来仅能加工6寸、8寸片逐步往12寸片覆盖，产品品质稳定性也有较大改善，客户开拓开始由点及面，全面

铺开；硬刀生产技术、工艺已基本掌握，并实现销售零的突破；软刀技术品质也有提升，生产销售稳步扩大；硬质合金刀具

加工用砂轮生产车间已建成投产，产品技术、品质有较好的保障，并将以独立事业部方式进行生产销售运营管理。 

3、可转债顺利发行，募投项目加快推进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配合证监会审核，对监管部门关于本次可转债发行的相关反馈意见、告知函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论证、积

极回复，并于本年度6月顺利通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及核准批复，7月27日顺利完成可转债公开发行，8月17日三超新材可转

债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顺利上市。可转债的顺利发行对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公司也将有效运用好募集资

金，努力克服当前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力争以优异的经营业绩表现回馈广大股东。 

4、加强内培外引，持续加大人才引进和团队建设 

公司深刻意识到，人才和团队建设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公司持续重视和加大人才建设投入，明确了”成长、

成就、共享、担当“的人才发展战略观，积极通过外引内培，加强人才梯次建设。报告期内，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公司仍未

放松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步伐，持续引进关键技术专家及管理人才，并通过公司薪酬及考核体系的适时调整，加强团队融

合及相互促进，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5、加强内部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日常运作创造有利条件，不断

提高治理水平。公司立足实际，按照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的要求，建立健全了相对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

依据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适时完善相关治理文件，持续深入的开展公司治理活动，进一步推动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

常态化，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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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新准则规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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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要求，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相关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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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