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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3                           证券简称：隆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8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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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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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股份

10,000,041 股后股本 904,393,26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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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华科技 股票代码 30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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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源远 张烨 

办公地址 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 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 

传真 0379-67891813 0379-67891813 

电话 0379-67891813 0379-67891813 

电子信箱 csic_zyy@163.com lylhzqb@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目前，隆华科技转型升级已取得较好成效，产业布局基本完善。形成了以四丰电子和晶联光电为基础的电子新材料产业

板块；以科博思、兆恒科技和海威复材为基础的高分子复合材料产业板块；以装备事业部和中电加美为基础的节能环保产业

板块。三大板块构成了多元协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格局。2020年，各产业板块在已有的基础上均取得了新的发展，为隆华

科技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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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电子新材料业务 

四丰电子主要产品包括TFT-LCD/AMOLED、半导体IC制造用高纯溅射靶材、高纯钼/铜/钛等系列靶材产品，以及钼顶

头、钨籽晶绳、钨薄片等系列非靶材钨钼深加工制品。其中，公司的高纯钼靶材已广泛应用于G2.5-G11全世代TFT-LCD、

AMOLED等半导体显示面板溅射镀膜生产线，是京东方、天马微电子、TCL华星、台湾群创以及韩国LGD等多家全球主要

面板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晶联光电主要产品为90:10、93:7、95:5、97:3等多比例氧化铟锡（ITO）靶材，包括平面和旋转靶。ITO靶材被列为35

项“卡脖子”技术之一。自2018年开始，晶联光电的ITO靶材已逐步稳定量供于京东方、TCL华星、天马微电子及信利半导体

等客户的多条G6、G8.5以及G11等高世代TFT面板产线，成为国产ITO靶材的主力供应商，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外垄断，解决

了国产ITO靶材“卡脖子”问题。丰联科主要从事金属、合金靶材及ITO靶材绑定业务，实现了公司靶材业务自主绑定及产业

链纵向延伸。 

电子新材料产业各子公司主要产品、主要用途和功能如下所示： 

公司 产品 主要用途和功能 

四丰电子 钼靶材 钼具有优良的电导性和热稳定性，钼靶材主要用于TFT的栅极、源极和漏极金属电

极。 

钼合金靶材 TFT-LCD用大尺寸钼铌合金靶材、钼钛合金靶材等，应用于铜制程工艺。 

钼顶头 主要用于不锈钢、钎钢、轴承钢和高温合金钢等无缝钢管的穿孔工作，用于不同材

质的无缝管在高温恶劣环境下的热轧穿孔工作。 

钨靶材 主要应用于航天、稀土冶炼、电光源、化工设备、医疗器械、冶金机械、熔炼设备、

石油等领域。 

铜靶材 TFT-LCD制备过程中，由于铜的导电性能优于铝，可在较小的面积上承载较大的

电流，能更好地满足大尺寸液晶显示器高驱动频率，高分辨率等技术要求。铜靶材

主要应用于TFT的栅极和源漏电极的导线制备，替代传统铝导线。此外，铜靶也广

泛应用于薄膜太阳能器件的制备。 

钼制品 钼螺丝/杆、钼坩埚、钼舟、钼板及钼重锤等，广泛应用于核工业、航空航天、高

温炉及单晶硅等行业。 

钨制品 包括钨销、钨坩锅、钨板、钨籽晶绳、MOCVD钨制中圈加热器等，广泛应用于核

工业、航空航天、高温炉及单晶硅等行业。 

钛靶材 4N钛靶，广泛用于TFT-LCD阻隔层制备。 

其他类制品 包括铌靶、蓝宝石热场配件、4J29/4J32/4J36合金钢等。 

晶联光电 ITO粉末 包括氧化铟粉末、蓝色ITO粉末、不同比例ITO粉末等。 

ITO靶材 包括不同比例ITO旋转靶、大尺寸ITO平面靶材以及ITO低密度小圆片等，广泛应用

于TFT-LCD/AMOLED器件、HIT光伏器件等TCO膜层制备。 

丰联科 靶材绑定 采用钎焊技术进行靶材绑定加工，产品包括TFT显示面板行业用系列靶材绑定

（G2.5-G11)、半导体及光伏行业用系列靶材绑定、平面靶材绑定产品、旋转靶材

绑定产品。 

2、高分子复合材料业务 

兆恒科技主要产品包括PMI系列结构泡沫材料（功能材料）及其制品，PMI系列产品是各型民用飞机、军用飞机、无人

机等各种飞行器（机身、机翼、桨叶等）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时必须的配套材料，同时还可以广泛应用于磁悬浮列车、航

天、舰船、车辆、雷达通信、音响设备、医疗设备、运动休闲器械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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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威复材主要产品包括舰船和海洋工程领域用树脂基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产品不仅应用于舰船舱室防护、次承力

结构、舾装等部位，而且开始向主承力结构以及结构功能、结构多功能复合材料整体装备拓展，为实现舰船和海洋装备的轻

量化、隐形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博思主要产品包括树脂复合材料、结构泡沫材料、橡塑材料、金属-非金属复合材料等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产品和

技术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军工安防、其他轻质结构等行业领域。 

高分子复合材料产业各子公司主要产品、主要用途和功能如下所示： 

公司 产品 主要用途和功能 

兆恒科技 PMI系列产品 PMI系列结构泡沫材料（功能材料）是各型民用飞机、军用飞机、无人机等

各种飞行器（机身、机翼、桨叶等）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时必须的配套材

料，同时广泛应用于磁悬浮列车、航天、舰船、车辆、雷达通信、音响设备、

医疗设备、运动休闲器械等各个领域。 

海威复材 舰船和海洋工程领域

用树脂基结构功能一

体化复合材料 

产品不仅应用于舰船舱室防护、次承力结构、舾装等部位，而且开始向主承

力结构以及结构功能、结构多功能复合材料整体装备拓展，为实现舰船和海

洋装备的轻量化、隐形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博思 轨道交通用减振系统 防松脱式浮轨减振扣件、低高度双层减振扣件、道床减振垫、谐振式浮轨式

减振扣件、压缩型硫化粘接式减振扣件、可拆卸式道岔减振扣件、双层非线

性减振扣件等，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中如高铁、地铁等工程。 

轨道复合材料 

制品 

电缆支架、新型一体成型合成轨枕、树脂基复合材料疏散平台、户外复合材

料围栏及步道板、合成轨枕等，可广泛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普通铁路、重

载铁路、高铁正线、车辆段、道岔、桥梁等路段。 

有轨电车制品 有轨电车钢轨柔性包裹系统、有轨电车钢轨扣件系统，适用于有枕式和无枕

式轨道系统。 

结构泡沫/ 

叶片芯材 

PVC泡沫：适用于接触成型（手糊/喷射）、粘接、树脂注入（RTM）、真

空导流、预浸处理、热成型等工艺，与环氧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和乙烯基

酯树脂等粘结，广泛应用于风能、航空、船舶等领域。 

3、节能环保业务 

（1）工业传热节能业务 

装备事业部的节能换热业务聚焦于大工业传热领域，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技术引领者和标准制定者。依靠技术创新、产

品升级、管理改进和经营转型等措施，在新投资不增加的前提下实现了技术产品的全面升级换代，业务模式由单一提供产品

转变为涵盖技术设计、产品提供和系统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方案供应商，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装备事业部传热装备领域的主要产品为复合空冷式换热器，主要产品、主要用途和功能如下所示： 

公司 产品 主要用途和功能 

隆华科技 

装备事业部 

复合空冷式换热器 应用于石油、化工（含煤化工）、电力、冶金、建材、多晶硅、水泥、光热

及清洁能源等大工业行业换热、冷却。根据不同的使用工况，根据客户需求，

为客户量身定制，提供优化的系统方案、产品及服务。 

（2）环保业务 

中电加美公司围绕工业和市政两个方向，积极开展大型工业企业的凝结水处理及污水处理、中水回用业务，并选择性的

开展市政水务项目。主要业务如下所示： 

公司 产品 主要用途和功能 

中电加美 工业水处理 包含工业给水处理、凝结水（冷凝液）处理、废污水处理等业务，主要应用

于电力、煤化工、石化、冶金、轻工等行业的原水净化、锅炉补给水（脱盐）、

海水淡化处理，满足工业用水水质要求；发电厂凝结水和其他工业冷凝液处

理；废污水回用、工业废水达标排放、零排放处理。 

市政水处理 包含市政给水、城乡生活污水处理等业务，市政给水用于自来水的生产和供

应；城乡生活污水处理业务包括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的投资、建设和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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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 

1、电子新材料 

公司电子新材料产业板块中，电子溅射靶材为最主要产品。受到发展历史和技术限制的影响，总体上溅射靶材行业在我

国起步较晚，目前仍然属于一个较新的行业。与国际知名企业生产的溅射靶材相比，我国溅射靶材市场影响力相对有限，尤

其在半导体芯片、平板显示器、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全球高纯溅射靶材市场依然被美国、日本的溅射靶材生产厂商所控制或

垄断。随着溅射靶材朝着更高纯度、更大尺寸的方向发展，我国溅射靶材生产企业只有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具备较强的产品

开发能力，研制出适用不同应用领域的溅射靶材产品，才能在全球溅射靶材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半导体芯片、平板显示器、太阳能电池等下游工业对产品的品质和稳定性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为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

下游客户尤其是全球知名厂商在选择供应商时，供应商资格认证壁垒较高，且认证周期较长。我国溅射靶材企业要进入国际

市场，首先要通过部分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为溅射靶材设置的行业性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例如，应用于汽车电子的半导体厂

商普遍要求上游溅射靶材供应商能够通过ISO/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应用于电器设备的溅射靶材生产商需要满足欧盟

制定的RoHS强制性标准；其次，半导体芯片、平板显示器、太阳能电池等下游知名客户均建立了完善的客户认证体系，在

溅射靶材供应商满足行业性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基础上，下游客户往往还会根据自身的质量管理要求再对供应商进行合格供

应商认证。认证过程主要包括技术评审、产品报价、样品检测、小批量试用、批量生产等几个阶段，从新产品开发到实现大

批量供货过程较长。为了降低供应商开发与维护成本，保证产品质量的持续性，溅射靶材供应商在通过下游客户的资格认证

后，下游客户会与溅射靶材供应商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在技术合作、供货份额等方面向优质供应商倾斜。 

近年来，受益于国家从战略高度持续地支持电子材料行业的发展及应用推广，我国国内开始出现专业从事溅射靶材研发

和生产的企业。通过将溅射靶材研发成果产业化，积极参与溅射靶材的国际化市场竞争，我国溅射靶材生产企业在技术和市

场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变了溅射靶材长期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其中，国产高纯Mo靶材、ITO靶材已实现技术突

破，依靠国内原材料高纯钼粉、高纯铟等既有资源优势，已经具备相对有竞争力的产业优势。 

近年来，中国已是国际重要的中低端靶材生产基地，并逐步向高端市场发展。目前公司溅射靶材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

产业、平板显示器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产业。 

2、高分子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材料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组成的具有新性能的材料，各种材料在性能方面

互相取长补短、产生协同效应，使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而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具有高比强度和高比模量、

耐疲劳性好、抗断裂能力强、减震性能好、可设计性强等优点。 

根据所使用基体材料的不同，复合材料可以分为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非金属基复合材料两大类。其中，非金属基体主要有

合成树脂、橡胶、陶瓷、石墨、碳等。增强材料主要有玻璃纤维、碳纤维、硼纤维、芳纶纤维、碳化硅纤维、石棉纤维、晶

须、金属丝和硬质细粒等。其中作为非金属基复合材料一种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也称树脂基复合材料）是以有机聚合物（主

要为热固性树脂、热塑性树脂及橡胶）为基体，连续纤维为增强材料组成，具有良好的加工工艺性、断裂安全性好、热性能

等特点，在国防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都有广泛的应用。硬质泡沫材料作为各种复合材料的夹芯结构主要用来增强刚度、

减轻重量，而且具有吸水性低、隔音绝热效果好等特性，使其成为高强度和低密度领域的理想材料，被广泛应用于风力发电、

航空航天、船舶、轨道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 

根据复合材料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树脂基复合材料是用量最大的复合材料，其在复合材料总量中的占比约为90%，应用

领域广泛。树脂基复合材料目前已经实现从研究、设计到生产、销售的完整行业体系。 

3、节能环保 

（1）工业传热节能业务 

在工业生产中，为了满足一定的工艺要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传热过程（如加热、蒸发、冷凝等）。用于保证这些传热

过程达标实现的热量传递设备就是热交换器，又称换热器。作为一种通用的传热工艺设备，热交换器在电力、化工、石油、

冶金、核能、食品等各工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全球能源形势的日趋紧张，常规能源的日益减少，尤其是中国“碳达

峰”目标的日益迫近，热交换器的合理设计和良好运行对企业节能、减排、节约运行费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大工业传热过程中的刚需产品，一方面随着石油、化工、电力等行业扩大产能、产业整合、产业升级等新的投资增

加；另一方面受国家节能、减排等政策因素的推动，化工、石油、冶金、电力、制冷等行业针对节水、节能的改造、设备的

更新，大量需求会持续存在。另外，先进工业传热节能装备技术的不断完善，高效传热设备的市场也会逐步形成和扩大。 

（2）环保业务 

污水处理行业是指行业通过物理法、生物法等手段，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质，使污水的水体能够达

到排放或再次使用的水质要求。污水处理行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污水处理，包括工业废水的处理和生活污水的

处理；二是污水再回收利用，是指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属于

污水的深度处理；三是污泥处理，是指针对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进行填埋等处理。 

污水处理行业作为社会生产的最终阶段，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末端处理。从污水处理的流程上看，污染水源在经过处理后，

进入自然水体或中水回用系统，进行水资源的下一次循环；从供需关系上看，作为“治理服务”的公益性行业，污水处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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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游是“服务”需求者。 

从供需的角度分析，短期行业供给无大幅变动的迹象；中长期内，行业的供给将随着政策利好和投资利好而加大。由于

行业存在技术门槛、资金门槛、区域门槛，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行业供给大幅变动的情况。 

（三）公司面临的发展机遇及行业地位 

1、电子新材料产业 

（1）下游应用领域的扩展和快速发展驱动溅射靶材需求持续扩大 

溅射靶材是电子及信息产业、液晶显示器、光学等行业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进而广泛地应用于汽车电子、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家用电器、显微镜及相机镜头等终端消费领域，因此，溅射靶材行业不易受到偶然性或突发性因素的影响，能够充

分分享下游产业应用的广阔市场。随着终端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快速发展，强劲的消费需求有利于驱动溅射靶材市场不断

扩容，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成熟。 

（2）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溅射靶材行业属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长期依赖进口，国内客户迫切希望溅射靶材能够尽快实现

国产化。为了促进我国溅射靶材产业规模平稳较快增长，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加速溅射靶材供应本土化进程，近年来，国家

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引导溅射靶材工业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及成套工艺”专项基金（简称“02专项”）、发改委的战略转型产业化项目都有针对性地把

溅射靶材的研发及产业化列为重点项目，从国家战略高度扶持溅射靶材产业发展壮大。国家产业政策、研发专项基金的陆续

发布和落实，为溅射靶材行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将有力地引导溅射靶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企业实力进一

步增强。 

（3）全球产业转移为溅射靶材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近年来，溅射靶材产业链中的下游工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成本压力，我国拥有平稳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持续活跃的

终端消费市场。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第一手交易市场，销售额超过全球销售额的50%，因此我国逐渐受到跨国企业的

亲睐，众多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不断将生产制造体系向中国转移，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日益改善的配

套设施也为我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随着溅射靶材和下游产业应用本土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在全球溅射靶

材行业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这为国内溅射靶材行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特别是进入2020年以来，受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西方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打压等事件的影响，使得国内显示面板、半导体等行业开始从战略上重新考量采购和供

应渠道，国产靶材加快了替代进口进程。随着溅射靶材和下游产业应用本土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在全球溅射靶材行业的地位

将越来越突出，这为国内溅射靶材行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拥有丰富的靶材产品系列组合，在平面显示靶材行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四丰电子和晶联光电分别在钼靶和ITO靶

材业务均属于行业龙头，同时在钼合金靶材和铜靶材等产品市场推广也取得积极进展。 

四丰电子用户包括京东方、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信利半导体等企业，覆盖了国内主要使用钼靶材的企业，而且市场

占有率越来越高，经过多年研发，公司大尺寸宽幅钼靶已经开始批量供货，已成为新的增长点。 

晶联光电已逐渐缩小与国外巨头的技术差距，拥有ITO靶材的核心制备技术，包括纳米ITO粉末的制备，常压氧气氛烧

结技术，以及靶材绑定技术。ITO靶材已在京东方G8.5、G6、G4.5、华星光电G8.5、天马微电子G6等高世代产线量产使用，

能够满足部分终端TFT客户的要求。随着在不同用户端测试认证的增加和晶联光电公司自身产能的快速提升，未来ITO靶材

出货量也将同步快速增长。 

2、高分子复合材料产业 

（1）技术进步推动高性能复合材料产品发展 

高分子复合材料行业内企业正加快新技术的应用，研制先进可靠的系列产品，完善相关技术标准体系，构建现代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创新体系，打造覆盖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全产业链布局；同时，优化新材料

产业，拓展应用领域，加强新材料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新材料应用水平，推进新材料融入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风电等高

端制造供应链。随着行业技术不断发展，行业内企业正推动发展高性能PVC硬质芯材、新型PET硬质芯材、PMI硬质泡沫芯

材、轨道交通用高性能减振系统、新型高性能橡塑及聚氨酯弹性减隔振系统、其他复合材料制品等产品。 

（2）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高分子复合材料应用领域包括风力发电、轨道交通、船舶、航空航天、建筑节能等领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国家产业政策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国家产业政策扶持加快了行业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企业自主开发能力，提高了

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受国家倡导发展新能源，节能减排、节约环保的影响，未来几年风力发电、轨道交

通、建筑节能等领域都将有持续的高速发展，对结构泡沫的需求非常巨大。 

（3）我国高分子加工机械配套能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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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分子成型加工机械配套能力日益加强，机械逐步朝着组合结构、专用化、系列化、标准化、复合化、微型化、大

型化、个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原料及成型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高性能化要求成型加工机械及周边机械与之配套，而加工

机械的进步又促进成型加工技术的进步。这使得我国高分子加工行业中的加工设备可以摆脱以前依靠进口的局面，目前完全

可以国产化。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围绕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现已覆盖树脂、橡胶、泡沫及复材等材料类别，主要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军工、轨道交

通、风电等多个领域，未来将按专业细分布局不断完善高分子材料技术体系，构建多元协同的军民融合高分子复合材料产业

板块。 

海威复材是国内专业从事海军舰船和海洋工程用复合材料研制生产的服务商，公司为多种舰船和海洋装备提供轻质、结

构功能一体化的复合材料产品，产品不仅应用于舰船重要舱室防护、次承力结构、舾装等部位，而且开始向主承力结构以及

结构功能、结构多功能复合材料整体装备拓展。 

兆恒科技的PMI产品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已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目前主要应用于我国多型军用飞机。兆恒

科技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标准定制PMI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军用飞机的部分需求，产品技术水平和相关技术参数达到国外进口

产品水平，并已达到国内较为先进的水平。 

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科博思PVC、PET结构泡沫与国外龙头企业产品在各项性能上基本一致，且具有价格优势；减振

扣件已经超越了部分国外同类产品性能；合成轨枕在产品性能、工程应用性能及连续生产工艺和装备等方面整体达到较为先

进的水平。 

3、节能环保产业 

（1）工业传热节能装备 

工业传热节能业务总体受下游石化、电力等行业影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实施、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持续深化，蕴藏着巨大的时代机遇和政策机遇。预计我国石油石化产业将进一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一段时

期，我国的炼化总体规模将继续扩大，除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及中海油旗下炼化厂的新建、改扩建项目外，一批民营炼化

项目也将陆续上马。国家发布的《关于促进石化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要求，实施清洁生产改造，从基础设计

至生产运营阶段，全流程推动工艺、技术和装备不断升级进步，加强企业精益管理，从源头上减少三废产生，实现末端治理

向源头减排转变。 

总体而言，我国石化行业仍处于发展期，“节能环保”理念的深入推广和“碳达峰”目标的日益迫近对煤化工、石油化工等

行业生产设备的节能性、环保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具有研发、生产节能环保装备能力的企业将获得更

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工业传热节能装备市场化程度高，行业内各个厂家都面临其他厂商的直接竞争。同时节能环保装备对长周期运行的安全

性要求较高，下游企业对节能环保装备生产企业资格审查较严，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资质、业绩和信誉积累，行业新进入者难

以进入其供应系统。公司作为工业传热节能装备领域的领先企业，整体竞争力较强，近年来持续的技术升级和管理提升有助

于公司未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2）环保业务 

整体而言，中国的水环境治理行业仍处于成长期，市场集中度较低，部分区域及细分市场具有较高活力，如村镇污水处

理市场、黑臭水体治理市场、市政污水处理厂扩容升级市场等。未来，行业市场化服务需求将逐步增加，资源整合与跨区域

发展趋势将逐渐凸显。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具有良好技术水平、服务能力、市场信誉和资金实力的企业将加速聚集各类资

源要素，进一步强化竞争优势，抢占市场先机。我国水环境治理行业集中度将加速提高，市场上将出现一批全国及区域性的

龙头、先进企业。 

公司将中电加美的环保水务业务的定位调整为突出风险管理，谋求高质量发展。中电加美公司围绕工业和市政两个方向，

积极开展大型工业企业的凝结水处理及污水处理、中水回用业务，并选择性的开展市政水务项目。在工业环保领域，新建和

运营、工程和备件服务并重，坚定盈利导向，重视项目回款；在市政环保领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谨慎投资的同时，努

力提升在建和运营项目的边际效益。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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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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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824,187,516.39 1,873,542,573.97 -2.63% 1,611,223,40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255,290.14 174,360,858.83 27.47% 135,840,57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574,751.41 159,531,663.36 18.83% 124,341,68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153,080.66 258,352,117.64 -13.62% 148,604,62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9 31.58%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9 31.58%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7% 6.63% 1.34% 5.4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264,425,048.25 4,683,452,110.43 12.40% 4,442,267,83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2,892,493.85 2,735,373,921.75 -2.28% 2,594,217,841.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4,681,563.50 497,859,752.34 463,813,750.44 577,832,45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67,674.66 61,813,002.85 64,183,995.38 49,090,6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59,250.97 56,518,609.69 61,707,678.44 46,389,21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784,370.84 54,412,658.10 63,322,962.97 201,201,830.4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第一季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已披露的第一季度报告该指

标存在差异，第一季度披露的金额为46,725,232.56元。原因是：公司在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误将智核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投资收益确认为经常性损益，年终审计时将该投资收益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该事项影响金额为21,765,981.59元，调整后

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4,959,250.97元。除此之外，其他指标均相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1,67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1,9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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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占明 境内自然人 10.44% 95,501,092 75,750,819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47% 86,600,000    

李明强 境内自然人 4.36% 39,841,600 38,881,200   

李占强 境内自然人 4.15% 37,988,400 37,491,300 质押 1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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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卫 境内自然人 2.55% 23,300,000    

孙建科 境内自然人 2.06% 18,799,246 18,770,134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 10,000,041    

邹定全 境内自然人 0.91% 8,321,800    

刘茂荣 境内自然人 0.74% 6,800,000    

童朝方 境内自然人 0.66%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李占明、李占强、李明强、李明卫四人为兄弟关系，上市时已共

同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且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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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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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隆华科技全体员工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砥砺奋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子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业务领域不断延伸拓展，

细分行业龙头和隐形冠军地位持续巩固。隆华科技产业架构基本搭建完成，由电子新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和节能环保三大

业务板块构成的多元协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格局更加稳固，公司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整体经营

业绩进入快速增长期。隆华科技通过制定发展规划，梳理制度流程，完善激励机制，加强财务一体化管理，强化监督审计等

措施大幅提升了科学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通过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了风清气正、奋勇争先的干事创业环

境。目前，隆华科技已经筑成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公司整体规模跨越式增长，经营效率持续提高，综合竞争力永葆长青的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做足了准备。 

（一）盈利能力稳健增长 

2020年，隆华科技经营效率稳步提升，完成营业收入18.24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2亿元，同比增长

27.47%，全年研发投入10,577.88万元，同比增长14.26%。 

（二）抓紧抓实疫情防控，科学有序复工复产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隆华科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各级党委和政

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部署。由隆华科技党委牵头成立抗疫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组织、精准施策，对隆华科技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和全面动员。各子公司快速响应，积极落实，将工作抓紧抓实抓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

产两手抓、两不误，切实保护了全体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同时，隆华科技上下齐心，紧盯年度经营目标不放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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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重重困难，实现了公司经营有序开展，整体业绩稳健增长。 

（三）各产业板块取得新发展，奠定高质量发展基础 

目前，隆华科技转型升级已取得较好成效。形成了以四丰电子和晶联光电为基础的电子新材料产业板块；以科博思、兆

恒科技和海威复材为基础的高分子复合材料产业板块；以装备事业部和中电加美为基础的节能环保产业板块，三大板块构成

了多元协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格局。一年来，各产业板块分别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为隆华科技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1、电子新材料板块：进口替代趋势明显 

电子新材料板块，受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对中国高端制造业打压等事件的影响，国内显示面板、半导体等行业厂商开

始从战略上重新考量采购和供应渠道，公司靶材业务加快了进口替代进程，尤其是作为新增长点的宽幅钼靶材、高世代线 

ITO 靶材，市场份额大幅提升，总体保持了快速发展。同时靶材业务加强了在半导体设备、光伏等领域的技术营销力度，

钨钼深加工组件等产品也不断加快进口替代进程，市场基础不断夯实。 

2020年，晶联光电TFT用ITO靶材产品订单量及四丰电子宽幅钼靶出货量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国内首条G10.5代线产

品顺利出货，实现了国产化突破。 

电子新材料板块产品布局更加完善，细分行业领先地位不断巩固。 

2、高分子复合材料板块：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高分子复合材料板块，虽然上半年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总体上随着军工型号任务定型并逐步量产，公司 PMI 

泡沫、舰船用复合材料等产品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随着国家对轨道交通领域的持续投入，减隔振系列产品、合成轨枕、疏散

平台等产品的规模化应用速度加快，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PVC 泡沫产品陆续通过多家客户的测试认证及现场审核，产品

性能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部分产能已经投产，目前已具备批量供货能力。 

2020年，科博思新增2条高性能 PVC结构芯材生产线，具备年产2万立方米的生产加工能力，华阳产业基地建设稳步

推进，公司产能规模迅速壮大，产品结构进一步丰富；兆恒科技PMI系列结构泡沫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新产业基地建设

正式启动；海威复材以科技创新为引领，60余项在研项目并进，为实现舰船和海洋装备轻量化、隐形化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高分子复合材料板块科技创新和产能建设的驱动力已经具备，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强，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3、节能环保板块：精益管理成效显著 

隆华科技节能装备业务聚焦于大工业传热领域，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技术引领者和标准制定者。依靠技术创新、产品

升级、管理改进和经营转型等措施，在新投资不增加的前提下实现了技术产品的全面升级换代，业务模式由单一提供产品转

变为涵盖技术设计、产品提供和系统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方案供应商，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环保水务业务继续突

出风险管理：在工业环保领域，项目新建和运营管理、工程建设和备件服务并重，坚持盈利导向，重视项目回款；在市政环

保领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谨慎投资的同时，努力提升在建和运营项目的边际效益。 

2020年，装备事业部以降本增效为目标持续推行全流程精细化管控，成效显著。通过对核心产品进行优化改进，有效

降低产品综合成本，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加强库存管理，大幅降低备库积压，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中电加美加强团队建设，

加快完善激励机制，积极开展工业水项目营销，新签合同同比大幅增加；加快项目资金回笼，应收账款同比有效下降，保障

了现金流安全。 

节能环保板块通过精益管理和提质增效等一系列举措，保持稳步向上的发展态势。 

（四）科技创新工作再上台阶，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020年，隆华科技及各子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视程度，科技创新投入进一步加大，科研平台搭建、产

品创新、工艺改进、应用领域拓展等工作取得了诸多新成果，为隆华科技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新动能。 

1、集团确立科技创新战略引领地位，多举措提升创新平台实力 

隆华科技通过顶层规划，一方面确立了科技创新的战略引领地位。五年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科技创新作为隆华科技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建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研队伍建设，不断巩固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广泛链

接外部资源，着力提升公司研发平台实力。隆华科技与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过增元教授团队达成合作，并设立了院士工作

站；与郑州大学何季麟院士团队合作完成了靶材协同创新重大专项立项；深化了与武汉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中原工学院、洛阳理工大学等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大幅提升了公司研发平台实力。 

2、各子公司科技创新工作，同样收获颇丰 

（1）海威复材：完成了公司研究院内各部门的调整整合，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目前海威研究院正在进

行的研发项目近60项，研究院已成为带动海威复材业务发展的引擎，并逐渐发展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孵化器。 

（2）兆恒科技：通过了PMI泡沫材料军用标准立项；完成了武器装备承制资格的监督审核；研发出了系列耐高温泡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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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材料产品，并成功应用到航空、航天、舰船、轨道交通等领域。技术创新正在不断提升兆恒科技的核心竞争力，为加快

PMI材料及制品进口替代持续贡献力量。 

（3）科博思：坚持产品高端化路线，完成了新型减震扣件、钢轨阻尼器、聚氨酯复合轨枕等高附加值轨道交通减震产品

的技术研发工作；完成了高铁检修平台、地铁疏散平台、道床垫等新型复合材料制品的产品开发和工艺创新工作；突破了

PVC结构芯材的技术难点，为2021年批量市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4）四丰电子：公司荣获2020年度洛阳市重点培育企业、2020年度洛阳市隐形冠军企业荣誉称号；成功申报了河南省高

性能金属靶材工程研究中心和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公司承接的 “高品质钼粉制备及大尺寸溅射镀膜用钼靶材关键成形技术

研究”项目成功通过验收，四丰电子新材料科研平台实力进一步提升。 

（5）晶联光电：实现了国内首套G10.5代线TFT用ITO靶材的成功交付，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2020中国科技创新领军

企业”、中国新型显示产业链发展贡献奖“特殊贡献奖”、广西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示范企业等荣

誉。 

（6）装备事业部：创新中心与技术中心协同发力，创新中心专注于节能装备的技术升级、应用推广和新技术储备；技术

中心以设计、工艺改进提升及降本增效为目标着力开展产品结构优化、工艺改进、材料选型、零部件标准化工作。2020年，

装备事业部以科技创新推动市场开拓，共申报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7项。立项备案三新科技项目14项、实施其他技

改创新项目46项。 

（7）中电加美：积极开展专利申请和标准制定工作，全年申报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公司主编的国家标准《村

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评价技术要求》获得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获评通过；固废处理技术取得了新的突破。 

（五）科学管理与精细化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1、制订公司五年发展规划，科学引导公司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为了进一步明确公司发展方向和目标，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隆华科技制

订了五年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公司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目标和保障措施。确立了“强化新材料产业拓展整合，

推进节能环保产业持续提升，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五年总体发展目标。各职能部门、各子公司以五年规划纲要为指引，

完成了各自五年发展规划制订，科学引导公司全面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2、调整隆华科技职能部门设置及分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根据隆华科技经营管理和企业管控需要，按照合理分工、界限清晰、责权统一、协调高效的原则，隆华科技设置了7个

职能部门，分别为：产业协同发展部、战略投资部、科技管理部、综合管理部、证券部（董事会办公室）、审计部和财务管

理部。明确了各职能部门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及部门职责。 

隆华科技通过职能部门调整进一步加强了综合管控能力，有利于促进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障。 

3、探索建立中长期激励方案，团队凝聚力进一步提升 

2020年，公司管理团队保持稳定，为了进一步提升团队凝聚力、激发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人员的战斗力，隆华科技积极

探索建立科学、全面的长效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依靠激励留存和吸引高端人才，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保障。 

4、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监察审计 

2020年，隆华科技各部门、各子公司全面开展对现行规章制度的梳理、补充、完善工作。通过该项工作，引导隆华科技

各部门、各子公司以制度和流程推动公司经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本年内开展了一系列专项审计工作，

通过监察审计提升了隆华科技的制度执行力，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各类风险。 

5、合规经营能力进一步提升 

2020年，隆华科技合规经营能力整体提升。一是强化经营风险管控，进一步加强重大合同评审和应收账款管理；二是重

视安全环保工作，坚决落实生产安全责任制，有效预防各类事故，加大环保投入，推动绿色生产；三是强化保密管理，严控

涉密信息外泄；四是加强质量控制，确保交付产品质量过关。过去的一年，集团及各子公司经营风险管控得当，安全、环保、

保密工作成效显著，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受到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六）资本运作有序推进 

1、进一步梳理巩固子公司的股权结构 

2020年，隆华科技完成了对科博思、兆恒科技的股权收购，目前隆华科技全资控股科博思，在兆恒科技的持股比例提升

至79.59%；完成了对海威复材股权、产业基金及投资项目的梳理工作。经过梳理巩固，隆华科技产业架构更加清晰，产业

方向更加明确，集团化管控的条件基本达成。 

2、可转债发行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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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隆华科技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加隆华科技资本实力，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启动首次可转债发行工作，可转债

拟募集资金79,892.83万元，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新型高性能结构/功能材料产业化项目，可转债发行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制造业 1,524,371,885.03 1,052,817,662.20 30.93% 2.89% 3.77% -0.59% 

工程承包及服务 299,815,631.36 226,017,810.28 24.61% -23.52% -20.97% -2.4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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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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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