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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7                证券简称：银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4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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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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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邦股份 股票代码 30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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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家兵 顾丹红 

电话 0510-88991610 0510-88991610 

办公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鸿山路 99

号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鸿山路 99

号 

电子信箱 stock@cn-yinbang.com stock@cn-yinbang.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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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07,078,733.73 1,417,204,123.47 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505,645.94 19,267,741.59 36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0,009,129.39 13,451,823.43 4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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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241,449.37 -3,305,792.27 1,892.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1 0.0234 37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1 0.0234 37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2% 1.29%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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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7,652,236.24 3,717,331,191.77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2,914,363.87 1,518,842,922.00 4.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1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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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无锡新邦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00% 180,822,400.00    

沈健生 境内自然人 17.91% 147,197,621.00 110,398,216.00 质押 143,663,365.00 

沈于蓝 境内自然人 12.44% 102,217,600.00  质押 102,217,6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869,161.00    

华夏基金－北京诚

通金控投资有限公

司－华夏基金－诚

通金控 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4% 4,439,900.00    

成芳 境内自然人 0.49% 4,058,80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3,731,340.00    

#李汉江 境内自然人 0.41% 3,352,800.00    

上海冲积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冲积金选中国优

势行业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3,340,800.00    

#蔡坚锋 境内自然人 0.36% 2,99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沈健生与沈于蓝系父子关系，沈健生与沈于蓝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蔡坚锋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92,300股,实际合计持有 2,992,300 股； 

#李汉江通过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352,800股，实际合计持有 3,352,8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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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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科学筹谋、真抓实干，紧抓新能源行业发展的历史机遇，紧扣年度经营目标扎实开

展工作，在做好抗疫工作的同时，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重点工作层层分解，注重公司经营管理质量、降本增效、

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成品率，为完成 2022 年各项年度经营指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业绩快速增长，

主营产品量价齐升，市场份额不断巩固扩大，公司已步入良性发展的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07 亿元，同比增长 34.57%，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国内为 132,976.83万元，同比增

长 19.18%，国外为 56,708.29 万元，同比增长 94.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50.56万元，同比增长

369.73%；扣非后净利润 8,000.91万元，同比增长 494.78%；总资产 38.4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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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产销规模创新高，市场渗透率迅速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进入了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

通过多年的研发投入和工艺改进，公司生产的新能源车电池热管理系统材料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为公司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快速发展获得先机。报告期内，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合作备忘录》，承诺于 2022 年-2026年向宁德时代

直接供应或间接供应电池水冷板材料（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最低供货量合计为 36.18万吨；与法雷奥集团签订

三年期《商业合同》，向法雷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或其指定的配套公司供应铝合金复合及非复合材料，合同金额预计为

20 亿元人民币；公司与韩国 ONEGENE 签订 2022 年度《销售合同》，向其供应新能源车用水冷板铝合金复合及非复合材料，

合同金额预计为 2.5 亿元人民币。 

公司相关产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营业收入为 50,740.77万元，同比增长 237.04%，占公司 2022 上半年度营业收

入的 26.61%。 

 

（二）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及产品情况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铝合金复合材料、多金属复合材料以及铝合金结构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客户提供轻量化材料

解决方案，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坚持做强铝热传输材料为主业，不断在铝热传输材料领域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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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升级。 

2、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铝热传输材料、多金属复合材料、铝钢复合材料及铝合金复合防护材料等，可应用于交通运输、

空气分离、电站空冷、工程机械、电力、家用电器、消费电子及储能等领域。 

铝热传输材料分为复合和非复合材料，铝热传输材料主要用于交通运输（汽车、轨道交通等）、空气分离、电站空

冷、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储能和家用电器等领域，公司产品最大的应用领域在汽车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公司已

成为法国 Valeo thermal systems（法雷奥集团）、日本 DENSO 电装株式会社（电装集团）、德国 MAHLE Group（马勒集

团）、美国 Modine Manufacturing Company（摩丁集团）、韩国 ONEGENE、韩国 Hanon Systems Corp.（翰昂集团）等世

界知名汽车系统零部件企业的供应商。公司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冷却动力电池热管理铝热传输材料等产品，已向长城

汽车、大众、上汽集团、吉利、宁德时代等多家知名企业直接或间接批量供货。 

多金属复合材料是通过多种工艺技术将不同种金属进行冶金结合形成的新型材料，产品高度定制化，是公司最具技

术竞争力和领先性的产品，公司在多金属复合材料方面的技术难度水平目前处于行业领先，该材料主要应用于家电（高

端炊具）、电力设备、消费电子（手机）等领域。 

公司生产的铝钢复合材料打破了火电站空冷机组核心材料长期被外国企业垄断的局面，在国内电站空冷行业市场占

有率达到 50%以上，成为该材料全球最优秀的生产企业之一。 

3、经营模式 

①、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铝锭，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滚动采购模式，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及生产经营计划采

用持续分批量的形式向供应商采购铝锭。公司与一些规模较大的铝锭供应商签订了采购协议，建立了长期良好稳定的合

作关系，拥有稳定的原材料采购渠道。公司铝锭采购价以订货当日长江有色金属网公布的铝锭现货中间价为基础确定。 

②、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为主，前瞻性的储备生产为辅，由销售部门向计划部门反馈订单，计划部门根据销

售提供的客户需求、库存以及产品生产周期向生产部门下达生产计划并跟踪督促，近年来公司建立了一套适合公司实际

情况的部门协作流程确保高效高质完成生产任务。 

③、销售及定价模式 

公司采用以直销为主，国内销售和国际销售并行的销售模式，直销是指公司与客户直接签订销售合同并根据客户需

求安排生产供货。 

公司采用“铝锭+加工费”的销售定价模式，结算铝价以发货/订单/结算前一段期间内铝锭的均价为定价方式。铝

锭价格一般参照长江有色金属现货或上海有色金属网长江快讯现货平均价，国际市场部分参照伦敦金属交易所市场（LME）

现货铝锭均价，加工费则综合考虑产品规格、工艺等因素由公司和客户协商确定。 

（三）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1、公司所属行业及市场地位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铝板带箔，按产品用途主要分为铝热传输材料、多金属复合材料、铝钢复合材料及铝合金复合防

护材料等，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之“铝压延

加工行业”。铝压延加工业是将电解铝（主要是铝锭）通过熔铸、轧制或挤压、表面处理等多种工艺及流程生产出各种

铝轧制材的过程。铝轧制材按形状和厚度主要分为铝板、带、箔三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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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为我国铝压延加工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先进的制

造设备、精密的检测仪器、先进的工艺流程和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优质的产品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其中

“铝基层状复合材料”被江苏省工信厅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产品，银邦品牌被江苏省商务厅认定为“江苏省重点培育和

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同时，公司产品型号较多，涵盖多个产品系列，能够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公司将紧跟国家

政策，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精准把握市场改革机遇，进一步提质增效，持续夯实和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2、行业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生产整体保持平稳，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比去年同

期增长 4.1%。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3283 万吨，同比增长 1%，其中氧化铝和电解铝的产量分别是 4020.4 万吨、1968 万吨，

同比增长 2.3%、0.7%。铝材产量 2999.4万吨，同比下降 2.8%，整体铝行业保持平稳发展。 

我国是铝压延加工大国，整体铝行业保持良好的发展运行态势，铝产量及需求量逐年增长，铝材下游市场应用领域

广泛，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如电力行业、家电行业、汽车行业、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众多领域。根据国

际铝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工业用铝量评估报告（2016-2030）》，预测到 2030年，汽车行业用铝的总消费量将达到

1070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 8.9%，报告期内，公司铝基产品超 70%应用于汽车行业。 

根据中国铝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工业用铝量评估报告（2016-2030）》预测，203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预计

将达到 1,160 万辆，2018-2030年年复合增长率达 21.40%，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使用铝的比例将从原占铝消费总量的

3.80%升至 29.40%，新能源汽车的单车平均铝消耗量将超过 280KG，这为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铝轧制材提供了广阔的

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在热管理领域，新能源车热管理系统对于铝热传输材料的需求从传统车的单车 10KG 提升到了单车

20-25KG，远期看全球新能源车及储能电池对于铝热传输材料的需求增量超过 200万吨，新能源车用铝轧制材前景广阔。

近年来，公司抢抓新能源汽车市场，聚焦品牌客户，坚持高端市场和高端客户发展策略，多年的研究开发和工艺改进，

自主研发的铝热传输材料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热管理系统，为公司深耕新能源汽车领域获得先机。报告期内，公司

相关产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营业收入为 50,740.77万元，同比增长 237.04%，占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的

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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