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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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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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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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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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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通股份 60033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燕青 吴建美 

电话 0573-80701391 0573-8070133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 浙江省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 

电子信箱 fyq@tdgcore.com wjm@tdgcor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7,091,866,255.72 6,718,507,718.34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50,943,943.04 4,066,829,256.54 9.4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010,923.96 -102,466,276.28 26.79 

营业收入 1,408,856,475.85 1,180,754,875.77 1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683,732.28 115,296,344.42 8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108,326.12 61,411,584.88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 2.92 增加2.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5 0.116 85.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 0.116 85.3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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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00 129,561,810 0 质押 100,752,000 

潘建清 境内自

然人 

5.75 57,306,180 0 质押 37,200,000 

杜海利 境内自

然人 

2.66 26,520,122 0 质押 16,000,000 

潘建忠 境内自

然人 

2.00 19,920,000 0 质押 10,800,000 

潘娟美 境内自

然人 

1.91 19,056,000 0 质押 15,600,000 

肖行昌 境内自

然人 

1.58 15,717,925 0 未知   

东志刚 境内自

然人 

1.54 15,350,000 0 未知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1 14,034,400 0 未知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8 13,768,519 0 无 0 

鹏华基金-工商银行-鹏华

鹏润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2 10,188,83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潘建清与第三大股东杜海

利为夫妻关系，为第一大股东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与第四、第五大股东潘建忠、潘娟美为兄弟、兄

妹关系。第九大股东为本公司回购股份设立的专户，与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公司

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坚持材料+装备双轮驱动，互为支撑，协同创新的战略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磁性材料、晶

体材料（蓝宝石、压电晶体）、高端装备等业务，不断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应用开发的投入。通过

加强核心客户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产品结构调整为根本，持续推进精益管理，提升公司运

营管理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886 万元，同比上升 19.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168 万元，同比增长 83.6%。 

1、电子材料与部品基本稳定 

2020 年以来，紧紧围绕公司战略目标，持续优化磁性材料与部品、蓝宝石晶体材料及压电晶

体材料等业务的经营管理能力，在市场拓展、产能扩增、管理优化等方面采取多项举措并取得实

质性成效。报告期内公司磁性材料业务，在经过多年研发投入、产线自动化改造以及新技术应用

后，产线生产效率提高明显，产品结构调整加快，毛利逐步上升，效益开始显现。 

蓝宝石晶体团队不断提升蓝宝石长晶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加速 400-600 公斤级蓝宝石晶体的

量产进程。LED 用蓝宝石衬底方面，持续优化工艺，降低成本，在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的同

时，根据市场需求稳定产能规模。此外，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的策略，拓展了新的应用领域，蓝

宝石在高端智能手表表镜、智能移动终端盖板、工业医疗设备盖板和大尺寸视窗类等产品市场有

了新的增长。 

公司压电晶体产业已经形成 4 英寸、6 英寸 LT、LN 各种轴向晶片的量产能力，产品质量获得

国内外客户认证。在晶片黑化、抛光等关键技术上，已经获得相关发明专利，技术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公司已成为国内市场主要的压电晶体供应商，并积极开拓日本、韩国市场，已通过了部分

国外厂商的产品认证。公司将积极把握声表滤波器国产化和 5G 时代的新机遇，进一步做强压电

晶体材料产业，用三至五年的时间逐步成长为国际主流压电晶圆供应商。 

2、高端专用装备不断突破，业绩逆势增长 

2020 年以来公司坚持围绕粉体材料、晶体材料、显示面板三大行业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

销售的同时，重点发展半导体硅片设备、柔性面板设备的研发。通过与国内龙头企业的协同开发

与深度合作，硅片成套加工设备与 AMOLED 模组绑定设备产业化应用取得实质性突破。 

粉末成型行业：公司逐步完善机械式压机的各项功能指标，设备技术水平已成为国内该行业

龙头，依靠公司技术及品牌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已成为国内 5G 陶瓷滤波器知名厂商

的供应商。周边磨床设备主要应用于刀具行业，适应各种类型的刀具磨削，该设备的技术水平仅

次于国际龙头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并出口多个国家。粉体材料烧结设备在磁性材料、

陶瓷材料等细分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粉体材料专用的成型压机、周边磨床、烧结设备在磁性材料、



陶瓷材料、粉末冶金、硬质合金、锂电池行业的订单饱满，市场持续突破、增长稳定。 

晶体材料行业：公司不断投入研发对产品进行功能和性能升级，通过大规格及大尺寸硅单晶

炉子开发，LT/LN 及半导体晶体生长炉的开发，工艺实验室的建设和使用，新技术采用和验证，使

得设备的自动化控制程度更高，实现硅晶体生长高效率、低能耗的领先技术优势。针对晶体材料

切磨抛关键技术攻关，开发出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国际领先的切磨抛及相关自动化设备，实现大

尺寸衬底的超光滑表面加工，并且得到了全球大型太阳能单晶硅制造商后段切磨抛设备的独家订

单。半导体行业的 12 吋单晶生长设备在研发验证中。 

显示面板行业：公司积极进行 AMOLED 模组工艺设备的研发，目前 COF/COP,FOF/FOP 绑定设

备已成功量产并获得行业重要客户订单。 

受益于新材料、新能源、新型显示和半导体等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提升，依托于自身研发创新

能力的不断提高，公司专业装备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3、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突显 

报告期内，公司减持了部分博创科技股份，实现投资收益 12,002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

司持有博创科技及亚光科技的市值合计为 175,498 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