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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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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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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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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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1.6383元（含税），预计共派发现金红利 52,118,987.90 元（含税），占合并报表本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00%。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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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纯科技 60369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柴心明 张娟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紫海路170号 上海市闵行区紫海路170号 

电话 021-80238290 021-80238290 

电子信箱 dong_ban@pncs.cn dong_ban@pncs.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高纯工艺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半导体湿法清洗设备研发、生

产和销售; 光传感应用及相关光学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高纯工艺系统 



泛半导体工艺伴随许多种特殊制程，会使用到大量超高纯（ppt 级别）的干湿化学品，这是完

成工艺成果的重要介质，其特点是昂贵并伴随排放。在集成电路领域，高纯工艺系统主要包括高

纯特气系统、大宗气体系统、高纯化学品系统、研磨液供应及回收系统、前驱体工艺介质系统等。

其中，各类高纯气体系统主要服务于几大干法工艺设备，各类高纯化学品主要服务于湿法工艺设

备。公司在用户价值上聚焦六个词：“高纯、工艺、节能、环保、自动化、智能化”。公司在湿法

工艺往深度走的同时，在减排和工艺数字化领域也投入研发，有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的部署，该领

域的投入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高纯工艺系统的核心是系统设计，系统由专用设备、侦测传感系统、自控及软件系统、管阀

件等组成；系统的前端连接高纯介质储存装置，系统的终端连接客户自购的工艺生产设备。 

在高纯工艺系统业务，公司加大了对于工艺减排、产品服务化的布局。 

高纯工艺系统的产品主要包括：气体高纯工艺设备及系统、化学品高纯工艺设备及系统、研

磨液供应及回收系统、前驱体介质系统、大宗气体、半导体工艺尾气处理设备及系统、物料及水

系统，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显示屏、光电、光伏及生物制药、食品饮料等领域。 

  

高纯特气柜                               高纯化学品柜 



 

 

 

大宗气站 

 



 

研磨液供应系统 

 

 

前驱体介质系统 

 

2、半导体湿法清洗设备 

公司提供湿法设备，包含湿法槽式清洗设备及湿法单片式清洗设备，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

微机电系统、平板显示等领域。 

随着半导体芯片工艺技术的发展，工艺技术节点进入 28 纳米、14 纳米等更先进等级，随着

工艺流程的延长且越趋复杂，每个晶片在整个制造过程中需要甚至超过 200 道清洗步骤，晶圆清

洗变得更加复杂、重要及富有挑战性； 清洗设备及工艺也必须推陈出新，使用新的物理和化学原

理，在满足使用者的工艺需求条件下，兼顾降低晶圆清洗成本和环境保护。 

公司湿法工艺设备所部署的技术路线：提供槽式设备（槽数量按需配置）及单片机设备（8~12

反应腔）均可以提供 8~12 寸晶圆制造的湿法工艺设备。该类设备可以应用在先进工艺上，主要为

存储（DRAM，3D Flash）、先进逻辑产品以及一些特殊工艺上，例如薄片工艺、化合物半导体、



金属剥离制程等。    

在技术储备上，公司将持续投入资源开发符合高阶工艺应用的设备（如多反应腔、18 腔等）。 

公司的湿法工艺设备的子系统包含药液循环系统、温控系统、传送系统、自动控制系统、通

信系统、传感控制系统、气体流场设计、反应药液回收环设计等。  

                        

B200 槽式设备实物图                         S300 单片式设备实物图 

                

特色工艺单片                                       B300 

3、光纤传感器及光电子元器件 

公司全资子公司波汇科技主要从事光纤传感器及光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专注于

光纤传感及光电子元器件技术研发并在分布式光纤振动监测、温度监测、光纤光栅传感、算法仿

真、智能视频、真空镀膜技术以及应用软件开发方面具有核心技术。主要产品有光纤电网综合监

测系统、光纤石化油库管道综合监控系统、光纤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光纤轨道交通综合监测

系统、光电子元器件（滤光片、激光管帽、磁光开光、标准具）、激光气体传感监测系统。主要应

用于电力电网、石油石化、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数据及通信等领域。 

（二）经营模式 



1、高纯工艺系统 

公司通过获取客户需求与业务信息，以竞标为主、议标为辅的方式实现销售。公司以项目为

单位为客户进行定制化的设计、生产和安装，以满足不同客户的生产工艺要求。根据不同项目要

求分次进行采购为主，同时针对长交期或者产业上游元器件交期波动的情形进行一定量集中采购

以实现提前备货。中标以后，由技术中心以项目为单位制定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系统所用的专

用设备由制造中心根据技术中心的要求制定设备的生产工艺流程，在公司的生产车间完成；工程

中心负责管道、阀门、仪表、配件的客户现场预制，再根据设计方案的要求完成整个系统的安装。 

2、半导体湿法清洗设备 

公司主要采取自主研发的模式，研发流程主要包括概念与可行性阶段、 Alpha 阶段、Beta 阶

段、量产阶段。在概念与可行性阶段，研发部根据市场情况需求提出新产品的构思，综合比对多

种技术方案以确定合适客户需求的研发。在 Alpha 阶段，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机台设计、组装

开发和验证。在 Beta 阶段，公司将机台送往目标客户以完成生产线的大批量验证。在量产阶段，

公司设备技术已经成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量产。 

公司主要根据生产计划、物料清单及相关原材料的库存情况制定相应的采购计划，公司注重

供应商的选择，目前已与全球多家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销售订单情况及相关技术规格制定生产计划并

组织生产，由公司销售部门直接销售给客户，并完成合同回款、客户信息与结果反馈等工作。 

3、光纤传感器及光电子元器件 

在电力、石油石化领域，公司主要是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最终客户的销售合同，一般的销售

流程为：获取客户采购信息，确认参加报价或者竞标，按照客户要求进行报价或者竞标，成功后

获取供货资格，最后签订销售合同。 

 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领域则是通过总承包商向最终用户提供产品解决方案。通过

总承包商获取客户合同后采购本公司的定制化产品，从而实现销售。 

公司滤光片、激光管帽等光电子元器件业务直接客户为光通信器件厂商。根据客户需求，在

完成招投标流程并中标后，公司将样品送至客户处进行质量、规格等相关测试。待测试满足标准

后，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订单，产品产出后发货至客户处，待客户验收无误后确认收入。 

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制度，采购以项目为导向，根据项目进度编制采购计划，对于自制产

品常用材料会安排做部分安全库存备货，并结合交期和优先等级进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排产模式。 



（三）行业情况 

1、高纯工艺系统 

在应用领域上，高纯工艺系统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不纯物控制技术最初应用在半导体行业。

随着半导体制程工艺的广泛应用，现代制造业形成了一个泛半导体产业，即皆以半导体制程为产

品的制造流程，其中的制程包括如掺杂、光刻、刻蚀、CVD 成膜等均需使用相当多的高纯度气体

和高纯度化学品，从而产生对高纯工艺系统的大量需求。 

目前少数本土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已经顺利进入全球一线客户，竞争地位不断增强，正逐步

实现进口替代，包括系统的替代、设备的替代、乃至元器件层的替代。行业内技术领先且具有承

接大项目实力与经验的本土企业较少，行业内呈现出高等级高纯工艺市场集中度较高、低等级市

场较为分散的竞争格局，本土主流供应商的竞争地位将不断增强。 

目前公司高纯工艺系统已经切入一线用户，用户有中芯国际、华虹华力、华润、士兰微、长

江存储、长鑫存储、海力士，三星，台积电，力晶等等，是下游行业的领先者。 

2、半导体湿法清洗设备 

随着半导体芯片工艺技术节点进入 28 纳米、14 纳米等更先进等级，工艺流程的延长且越趋

复杂，产线成品率也会随之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先进制程对杂质的敏感度更高，

小尺寸污染物的高效清洗更困难。解决的方法主要是增加清洗步骤。每个晶片在整个制造过程中

需要甚至超过 200 道清洗步骤，晶圆清洗变得更加复杂、重要及富有挑战性。 

目前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范围内，主要的湿法设备厂商以日本和欧美为主，国内目前有三家

在湿法工艺设备端提供中高阶湿法制程设备，分别是至纯科技、北方华创和盛美，国内厂商的市

场占比在逐年上升中。目前至纯科技是国内能提供到 28 纳米节点全部湿法工艺的本土供应商。 

目前公司湿法设备已经切入一线用户，用户有中芯国际、华虹集团、长鑫存储、华为、华润、

燕东、台湾力晶等等，均为所在下游行业的领先者。其中公司单片湿法设备获得国内重要用户的

多个订单，高温硫酸、晶背清洗、后段去胶、长膜前单片机型入选，进一步填补国产装备在湿法

清洗领域的空白。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湿法设备累计申请专利 122 项（其中发明专利 74

项），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3 项。公司 12 寸单片湿法清洗设备和槽式湿法设备将有效代表本土品

牌参与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以外高端清洗设备市场；公司的湿法设备历经 IP 自主、供应链自主

研发，在国内（启东）湿法设备制造基地制造，并有序展开扶持供应链的本地化。伴随自主研发



的多个型号单片式清洗设备获得商用推进，公司的投资价值和潜力进一步凸显，业务潜力有望进

一步释放。 

3、光纤传感器及光电子元器件 

近年来，在智慧城市、物联网、智能移动终端、智能制造、机器人、智能电网、石油石化、

新能源等下游应用市场的推动下，中国光传感器市场快速成长，成为拉动全球光传感器市场增长

的主要力量。光纤传感器为光传感领域下属细分子行业，以光纤传感技术为核心技术。光纤传感

技术是一种以光纤中的导波原理为理论基础的新型传感技术，以光纤为媒介感知和探测外界被测

信号。我国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物联网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光纤传感器行业的快速发展。目前，

光纤传感器的用途已非常广泛，电力电网、输油管道、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隧道、大

楼整体建筑等领域都可以通过铺设光纤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将监测信息传给任意设定的终端进行

远程监测与控制，使各类大型基础设施的安全状况可以获得连续不间断的监控，并提供预警信息，

从而构成一个大规模、高度可靠和低能耗的光联网基础感知神经网络，融入物联网技术发展的需

求当中去，推动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光通信器件按照其物理形态的不同，可分为芯片、光有源器件、光无源器件、光模块与子系

统四大类。在光通信器件中，光模块为光电转换的核心设备，光模块由特定光器件封装而成。根

据咨询机构 Ofweek 的数据，光器件为光模块重要构成部分，占光模块成本约为 73%。公司主要

产品滤光片、激光管帽等为光器件重要构成部分，占光器件成本约 10%。 

光电子元器件行业为光通信领域上游行业。光电子元器件是利用电-光子转换效应制成的各种

功能器件，是光电子技术的关键和核心部件，其技术发展对光电子产业乃至整个电子信息产业有

着重大影响，代表着现代光电技术与微电子技术的前沿研究领域。从光电子元器件的应用来看，

主要应用领域如下：①光通信领域的光通信器件（芯片、光模块、光器件等）、光纤光缆等光通信

器件；②显示领域的液晶显示面板、OLED 显示面板等光显示器件；③照明领域的 LED 照明芯片、

LED 照明模块、OLED 照明面板等光照明器件；④传感领域的图像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红外传

感器、环境光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等光传感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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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6,662,795.43 3,257,106,531.99 82.88 1,453,849,863.04 



营业收入 1,397,056,129.25 986,439,195.28 41.63 674,090,652.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0,599,716.15 110,253,658.09 136.36 32,439,104.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0,639,917.21 90,540,408.48 22.20 28,714,667.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42,734,673.53 1,482,921,547.43 111.93 435,654,184.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0,927,495.31 -110,943,360.72   -52,829,726.4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13 0.455 122.64 0.15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87 0.453 117.88 0.15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6.03 10.10 增加5.93个百分

点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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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21,532.99 408,264,416.58 238,683,741.99 636,886,43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828,322.97 45,191,120.57 52,180,594.59 178,056,32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7,399,468.05 42,618,259.44 15,544,395.12 69,876,730.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3,662,784.81 57,898,869.32 47,110,945.48 -222,274,5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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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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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2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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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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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蒋渊 -5,200,960 70,802,240 23.00 0 质

押 

41,649,891 境内自然人 

陆龙英 -11,444,637 16,416,963 5.33 0 质

押 

13,386,207 境内自然人 

赵浩 0 13,715,640 4.46 7,372,086 无   境内自然人 

共青城尚纯科技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2,667,200 4.12 0 质

押 

9,167,200 其他 

天津津联国鑫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天

津津联海河国有企

业改革创新发展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731,156 5,731,156 1.86 5,731,156 无   其他 

吴海华 -1,800,000 5,430,000 1.76 0 质

押 

2,300,000 境内自然人 

平湖波威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5,318,585 1.73 5,318,585 无   其他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国

盛海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200,960 5,200,960 1.69 0 无   其他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国

企改革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880,400 4,880,458 1.59 0 无   其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890,239 3,890,239 1.26 3,890,239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流通股股东，蒋渊、陆龙英、共青城尚纯科技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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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半导体板块业务持续发力，光传感光电子业务板块发展良好，公司整体实现

营业收入 13.97亿元、总资产 59.5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61亿元、每股收益 1.013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41.63%、82.88%、136.36%、122.6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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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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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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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本期纳

入合并范围的公司为本公司和 20 家子公司和 21 家孙公司，比上年合并范围新增 5 家子公司和 2

家孙公司，具体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