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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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已在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详细描述，敬请投资者查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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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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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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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85,973,4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0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4,298.67万元，

占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8.76%；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联瑞新材 688300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柏林 王小红 

办公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经济开发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



区 浦经济开发区 

电话 0518-85703939 0518-85703939 

电子信箱 novoinfo@novoray.com novoinfo@novora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涉及功能性陶瓷粉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应用于：芯片封装用环氧

塑封材料（EMC）和底部填充材料（Underfill）、印刷电路基板用覆铜板 (CCL)、热界面材料（TIM）、

电子包封料等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面向环保节能的建筑用胶黏剂、人造石英板、蜂窝

陶瓷载体；以及特高压电工绝缘制品、3D 打印材料、齿科材料等新兴业务。 

 

2、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为角形硅微粉、圆角硅微粉、微米球形硅微粉、亚微米级球形硅微粉、球形氧化铝

粉以及多种表面改性剂配方进行改性的产品；客户需要特殊设计处理的其他粉体材料（如空心玻

璃球、除杂氧化铝、特殊粒度设计的滑石粉等）。 

 

产品 电镜图片 粒度分布 

角形硅

微粉 

D50=3.2μm（SEM：×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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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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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3.8μm（SEM：×1000） 

 

亚微米

球形硅

微粉 

D50=0.3μm（TEM：×13500）  

球形氧

化铝 

 

 

 

 

 

 

 

D50=77μm（SEM：×3000）  

 

产品类别 制造方法 主要用途 

角形硅微粉 

采用优质硅质原料，经高效研磨、

除杂、精密分级、复配、表面改性

等工序加工制成。 

EMC、CCL 等电子材料的填料；硅橡

胶、涂料、塑料等化工助剂；特种陶

瓷的烧结助剂。 

圆角硅微粉 
以角形硅微粉为原料，经专用设备

钝角化加工制成。 

全包封用 EMC、高性能胶粘剂等的填

料，用于改善流动性和提高导热率。 

微米球形硅微粉 

以角形硅微粉为原料，经提纯、动

态燃烧成球、精密分级、表面改性、

混合复配等多道工艺加工而成。 

高端芯片封装用 EMC、高频高速电路

用 CCL 等电子材料的高性能填料；高

性能涂料、塑料等的性能调节剂；特



种陶瓷的烧结助剂。 

亚微米球形硅微粉 

以硅粉等为原料，经提纯、燃爆合

成、精密分级、表面改性等工艺加

工而成的功能性亚微米级（平均粒

径 100-1000 纳米）填料。 

EMC 性能调节剂，液态封装料，IC 载

板填料，ABF 膜，底部填充（Underfill）

材料，高性能塑料，齿科材料，3D 打

印等。 

球形氧化铝 

以工业氧化铝粉为原料，经提纯、

动态燃烧成球、精密分级、表面改

性、混合等多道工艺加工而成。 

改善 EMC、CCL 等电子材料导热性的

填料；导热硅脂、导热灌封胶、导热

硅胶垫片等热界面材料（TIM）。 

 

3、服务情况 

公司在“努力成为客户始终信赖的合作伙伴”愿景的指引下，紧紧围绕行业发展趋势，战略性

配合国内外行业领先客户，经过持续多年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已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

公司产品销售至行业领先的蜂窝陶瓷、3D 打印、齿科材料、芯片封装材料、覆铜板、热界面材料、

胶黏剂、先进绝缘制品等领域，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公司不仅在传统产品质量方面赢得国内外领先客户认可，微米级和亚微

米级球形硅微粉、低放射性球形硅微粉等销售至国际一流客户如三星、住友、松下、台塑、生益、

ISOLA、TACONIC 等公司，球形氧化铝粉销售至莱尔德、瓦克、派克、三星、KCC、住友、松下、

飞荣达等客户；公司产品研发和客户新品研发同步协作，直接对接其新品研发，提前布局下一代

产品。产品不仅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占有率，还销售至北美、欧洲、中东、日本、韩国、新加坡、

泰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二) 主要经营模式 

研发模式：公司始终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在公司层面设立技术委员会把握公司产品规划和技

术方向。技术中心面向新材料、新工艺、新应用；技术工艺部面向新性能、新装备。重视自主创

新和产学研用合作创新相结合。公司致力于功能性填料研发，纵向深度开发基于用户持续需求的

硅基、铝基氧化物粉体填料，横向开发除了硅基氧化物和铝基氧化物功能性填料之外的多种陶瓷

粉体填料。 

采购模式：公司通过科学的管理制度的构建和决策流程的运用来确保采购目标和效率的实现。

在制度上，公司通过以质量管理体系为核心，完善供应商的导入以及持续改善等制度，特别是针

对矿业原料行业的特点，质量管控前移，和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系，由采购部对采购工作实行统一

管理。主要采取以销定购的采购模式，即按照客户订单采购原材料，同时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储

备合理库存；公司对供应商执行严格的审核标准，确保采购工作的高效运行。采购部根据供应商

的规模、供应半径、订单反应时间、供应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环境安全控制能力、资信程序等进

行评价，编制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对供应商业绩定期评价，建立相关档案。公司认真甄选合格供

应商，定期复核采购情况，价格和数量随市场价格和订单而定。 

生产模式：公司围绕“及时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持续改进”的质量方针，坚持使

用行业一流的设备制造产品、注重现场管理的持续改善、长抓不懈推动员工素养提升、始终保持

质量上的高标准，建设了行业一流的智能化生产线，已通过 ISO19001、ISO14001、IATF16949 认

证，获批江苏省安全生产 2 级标准化认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提前对接下游客户

的应用需求，根据客户需求规划设计产品，使之适应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

性能优异的产品，以此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信赖合作关系。 



销售模式：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持续优化配置

资源服务客户。采用直销为主、代理为辅的销售模式，针对不同领域客户的需求，设计、建立专

业化的技术服务和营销队伍。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专业、规范、有序、完善的营销体系。客户遍

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同时，公司立足长远，建立

梯队，通过持续专业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各部门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力争让客户第一时间准确了

解公司和产品，快速准确识别客户需求并推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后续深度做好市场

营销、做强做大公司产品、与客户建立长期信赖的合作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产品属于新材料行业。近年来，随着新材料行业的蓬勃发展，作为新材料的硅基氧化物

填料和铝基氧化物填料等功能性填料得到了快速发展，技术快速提升，向高、精、特、新方向发

展；需求领域愈加宽广，稳定增长；产品类别逐渐增多，呈复合多样性发展，属于典型的跨领域、

跨专业、跨学科行业；功能性填料行业整体呈现增长的趋势。 

 

1.1.1 半导体行业 

由于半导体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通信设备、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医疗、

航空航天等。特别是 5G 技术的推广应用， 5G 通信具备低传输损耗、低传输延时、高可靠性等特

性，需要低介电常数、低介质损耗的印制电路板和芯片。公司依靠核心技术生产的功能性填料具

有低介电常数、低介质损耗、高可靠性等优良特性，可以满足 5G 通信用印制电路板以及芯片的

低传输损耗、低传输延时、高耐热、高导热、高可靠性的要求。由于通信设备对于稳定性有严苛

要求，入客户体系认证后较难被替代，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粘性。目前公司和日

本龙森、电气化学、雅都玛一并为行业领先的芯片和 PCB 基板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1.1.2 环保节能行业 

公司从国四标准开始，历经国五、国六标准配合，协同国内以奥福环保、国瓷股份、宜兴化

机为代表的国内蜂窝陶瓷载体厂商的技术突破和市场份额提高，国内主机和整车厂商逐步开启了

蜂窝陶瓷载体国产化替代进程。2019 年 7 月 1 日燃油汽车国六排放标准、2020 年 7 月 1 日轻型

柴油车、汽油车、重型车国六排放标准发布，促进了国内蜂窝陶瓷载体厂商的快速发展，蜂窝陶

瓷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滑石、硅微粉、氧化铝、高岭土、纤维素等。公司专为蜂窝陶瓷载体设计

的具有高纯度、窄粒径，低比表面积和低热膨胀系数等特点的角形硅微粉和球形硅微粉销售也同

步受益。 

受益于国家环保标准的实施，环保型胶黏剂和人造石英板等行业得到较好的发展机遇，应用

于桥梁和高层建筑、汽车点火线圈封装、风力发电机等领域的特种胶黏剂得到快速发展，高端人

造石英板行业也有一定的提升。 

 

1.1.3 新兴领域 

公司产品长期应用于电工绝缘材料，随着国家电网对于绝缘件的耐气候要求，极端条件下局

放标准的提升，除了聚合物要求提升外，功能性填料的作用也愈加明显，经过特殊颗粒设计的填

料在解决绝缘件在更加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强度提升、局放降低等方面效果显著。 

微米级、亚微米级球形硅微粉在 3D 打印材料、齿科材料等方面，利用合理的粒度分布、低

比表面积、高流动性、适宜的光学特性等特点，对于制品的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1.1.4 热界面材料 

随着 5G 智能手机、服务器、5G 基站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带动能够满足其散热升级需求

的热界面材料的发展，催生作为导热填料的球形氧化铝粉不仅在需求量上持续增长，对于该填料

的纯度、粒度多重改性以及放射性要求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1.2 基本特点 

本公司以硅基氧化物填料、铝基氧化物球形填料为核心产品的功能性陶瓷粉体填料，具有技

术新、工艺新、应用新、测试条件复杂且更新快等特点，属于新型的跨领域、跨学科、跨专业的

尖端机能材料。产品应用于电子电路基板、芯片封装材料、新型绝缘制品、导热界面材料、胶粘

剂、蜂窝陶瓷、3D 打印、齿科材料等行业，服务于 5G 装备、消费电子、汽车工业、航空航天、

特高压传输、增材制造、齿科健康等领域。 

功能性陶瓷粉体填料属于细分赛道产品，但是应用广泛，不同的行业对于产品的需求点、关

注点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同样的结构和化学成份，随着产品粒度、粒形、表面能、比表面

积和表面改性体系的变化，其在相类似的聚合物中应用时性能和外观等表现会明显不同。针对于

不同的应用，产品需要从原材料开始，设计选择原物料的化学成分，针对性的设计配方、生产装

备和生产工艺，才能满足不同领域的应用要求。 

功能性陶瓷粉体填料早已突破多年前的为降低成本的简单需求而在配方中添加，而是作为新

型复合材料的功能改善、性能提升的关键核心材料，属于新材料行业的不可或缺的一员。 

 

1.3 主要技术门槛 

功能性粉体填料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其研发生产涉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燃烧学、

流体力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学、机械力学等学科，属于典型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新材料

行业，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产品技术含量高，依赖于长期技术工艺积累和研

发投入，产品性能的优化也要经历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反复实验，人才培养需要较长时间。 

下游应用领域广泛，技术迭代快速，研发解决了功能问题，但是只是应用的初级阶段；随着

产品的不断迭代，性能的提升需要对于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究持续不断地开展。需要供应链上下

游之间深度的信任和融合，共同推动产品的生产和应用技术不断进步。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拥有功能性陶瓷粉体填料（如硅基氧化物填料、铝基氧化物填料，

复合基氧化物填料等）领域 30 多年的研发经验和技术积累，拥有独立自主的系统化知识产权。公

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被工信部认定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公司 2020 年承担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曾经完成多

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国家、省级技术革新项目，承担的“火焰法制备球形硅微粉成套技

术与产业化开发及在集成电路的应用”突破国外“卡脖子”技术封锁，荣获年中国建材联合会/

中国硅酸盐协会科技进步类一等奖。多项产品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和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加大关键核心材料自主研发，加强国产

替代的推动下，受益于下游行业的蓬勃发展，功能性陶瓷粉体填料如硅基氧化物填料、铝基氧化

物填料、硅（铝）基氮化物填料以及硅铝复合基氧化物等产业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公司从

事功能性陶瓷粉体填料研发生产的团队伴随行业发展一路成长，积累了近 40 年的研发和生产管理

经验，突破多项核心关键技术，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成功打破了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实现了进口替代，产品返销海外。 

2020 年，公司在连云港自贸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扩大球形氧化铝粉和亚微米级球形硅微粉的

产能，新建液态填料生产线，满足热界面材料和 5G 市场、封装载板等领域的需求，巩固了公司



行业领先地位。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新材料行业是国民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国防安全的物质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的竞争中，材料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开展新材料强国研究，对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科学技术强国和国内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十四五”规划也再次强调科技

的关键战略地位，为功能性粉体材料行业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近几年，我国出台多项鼓励新材料发展的政策文件，在新材料领域全面部署，对标发达国家

奋起直追。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在新材料的各个方面取得较大进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材料大

国。中国工程院发布的《面向 2035 的新材料强国战略研究》中指出，要促进新材料行业的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实现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提升我国新材料自主保障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鼓励以企业为主的新材料自主创新体系，加强新材料研发平台建设，培育与新材料产

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新材料行业具有产品附加值高、技术密集度高、研究与开发投入高、市场国际化程度高、发

展前景好等特点。公司自成立以来便深耕新材料行业，依托自身核心技术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计划，公司自主研发的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重点新产品奖”等

多项荣誉，参与和主持制定了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近年来，公司不断地纵向深化和完善产品布

局，打破国外同行等在核心领域的技术封锁和垄断，成为了国内相关行业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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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092,568,726.58 1,023,726,519.19 6.72 413,731,136.38 

营业收入 404,203,405.80 315,301,090.76 28.20 278,106,01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916,230.53 74,694,979.19 48.49 58,366,45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2,160,891.70 70,357,543.70 30.99 56,243,68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63,947,587.70 896,148,961.89 7.57 319,545,06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9,686,223.95 80,576,233.42 11.31 55,685,280.5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29 1.13 14.16 0.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29 1.13 14.16 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97 19.24 减少7.27个百分

点 

22.41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4.89 4.07 增加0.82个百分

点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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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61,249.72 100,610,102.23 107,865,087.97 125,566,96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835,208.48 24,931,146.02 28,116,235.83 40,033,64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5,311,793.08 22,879,935.42 25,025,285.93 28,943,877.2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590,913.56 22,756,676.82 25,284,873.32 13,053,7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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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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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生益科技 0 20,000,000 23.26 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李晓冬 300 17,350,300 20.18 17,350,000 17,350,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硅微粉厂 0 15,000,000 17.45 15,000,000 15,0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物流园投资 0 2,000,000 2.33 0 0 
无 

0 国 有

法人 

刘春昱 38,866 1,237,866 1.44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阮建军 62,600 1,102,600 1.28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湛江中广 0 1,000,000 1.16 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中和春生 0 1,000,000 1.16 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曹家凯 0 800,000 0.93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工投投资 -309,517 690,483 0.80 0 0 
无 

0 国 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李

晓冬持有硅微粉厂 100%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

接到上述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

声明。2、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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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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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40,420.34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8.2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91.62万元，较 2019年同期增长 48.49%。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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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2017年7月5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

22号），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具体政策详见附注

五、38。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度合并

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20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

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除部分财务报表科目重分类外，没有重大影响，相

应财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附注 五、44（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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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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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有联瑞新材（连云港）有限公司，详见本附注“九、1 在子公

司中的权益”。联瑞新材（连云港）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其自成立之日起纳入

合并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