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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7               证券简称：广信材料                公告编号：2020-054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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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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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信材料 股票代码 30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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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斌 潘金良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工业集中区华澄路 18

号 

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工业集中区华澄路 18

号 

电话 0510-68826620 0510-68826620 

电子信箱 kuangshun_ir@kuangshun.com kuangshun_ir@kuangshu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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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97,369,491.05 406,151,348.64 406,151,348.64 -2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80,376.30 52,366,833.58 52,366,833.58 -6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866,453.22 39,227,871.74 39,227,871.74 -6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483,353.11 -36,016,331.07 -36,016,331.07 18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7 0.27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7 0.27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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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3.92% 3.92% -2.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47,606,686.68 1,936,575,317.64 1,936,575,317.64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4,618,324.04 1,330,510,251.94 1,330,510,251.94 0.3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0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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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有明 境内自然人 42.09% 81,252,930 64,176,883 质押 14,820,000 

无锡市金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 5,583,523 0   

陈朝岚 境内自然人 0.99% 1,915,271 1,915,178   

刘晓明 境内自然人 0.95% 1,828,033 1,329,475   

吴玉民 境内自然人 0.84% 1,625,423 1,177,05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 1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366,340 0   

许仁贤 境内自然人 0.69% 1,339,272 864,910   

王茂松 境内自然人 0.48% 917,846 0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7% 900,00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7% 9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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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证券账户名称前标注“#”的持有人为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又通过证券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其中股东#吴俊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1900股，还通

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38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85700股；

股东#占高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还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4154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154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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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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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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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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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国内领先的专业油墨、专用涂料、新能源材料制造商，报

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年初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继续深耕专用油墨、专

用涂料、新能源材料行业，在细分行业领域不断强化公司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736.9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6.78%；综合产品毛利率37.31%，较上

年同期增长1.69%；营业利润2,073.9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23%，归母净利润1,808.04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65.47%；期末净资产13.35亿元，较期初增长0.31%；期末资产负债率为27.84%，较期初减少3.39%；

上半年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2,948.3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81.86%。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行业上下游复工时间延迟和各地隔离政策限制对公司

上半年度经营活动造成了较大冲击，导致公司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1、疫情防控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1月份开始在武汉爆发，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全国各地纷纷进入了

严防病毒蔓延的紧急状态。公司高度关注疫情发展，于1月25日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公司董事长、

高级管理人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坚守岗位，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各项要求，制定落实各项防控制度和防控措

施，紧急采购防控所需各项物资，对公司全员和进入公司办事的有关人员、物流运输司乘人员实施体温检

测、行踪追查、健康码审核等一系列管控手段，实现了公司外防输入、内防感染的目标。子公司江苏宏泰、

东莞航盛、广州广信等因春节假期后国内疫情影响未能如往年按期复工复产，根据当地政府疫情防控政策

指引各子公司均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并于3月份逐步复工复产。 

公司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的同时，切实履行公司社会责任，主动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

公司及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捐赠共人民币100万元至“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定向用于购买防控物资支援疫

情防控工作，捐赠人民币3万元至“江阴市慈善总会”用于公司属地江阴市青阳镇疫情防控工作。捐赠人

民币10万元至“宜兴市慈善会”，用于子公司江苏宏泰属地宜兴市疫情防控工作。除公司对外捐赠，公司

员工也积极通过捐钱捐物等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与一线医护人员对接了解疫情防控物资

需求，公司相关董事、高管、子公司高管以个人自有资金采购并捐赠累计13吨EOW酸性氧化电位水消毒液，

配送至湖北武汉、黄冈、黄石、广水等地相关医院及防疫相关部门，支援一线医护人员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 

虽然公司上半年度生产经营受到较大的影响，但公司积极的防疫工作确保了公司无一人感染，无一例

输出，也给报告期内公司基本能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了保障，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已经恢复正常。 

2、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企业的研发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公司近几年一直保持对研发投入的力度，为满足下游客户

对产品品质不断提升的要求，坚持自主创新与吸收引进相结合，在不断优化已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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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和产品不断升级，强化项目储备及新产品的研发。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了

对印铁油墨、LDI型油墨、线路油墨、光刻胶等项目的研发投入，有望在未来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在新冠疫情对公司造成较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公司优先保证研发部门的支出，上半年共

计投入研发费用2,107.1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7.09%，较去年同期增长8.22%。目前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正在

逐步减弱，公司也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研发投入，保证公司技术的领先水平，不断为公司后续发展

储备新产品，不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促进研发成果的快速转化，通过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深化企业核心

竞争力，以全面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实力。 

3、积极巩固主营产品，开拓新市场 

公司目前主营产品为专用油墨、专用涂料，是国内PCB感光油墨领先的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国内PCB

行业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PCB感光油墨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但PCB感光油墨市场竞争也会趋于

激烈。报告期内，由于新冠疫情公司专用油墨和专用涂料销售收入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公司一方面

调整营销策略，加强与客户的沟通，提升服务意识，增强客户黏性；另一方面积极复工复产，就近招聘当

地员工先行生产，妥善安排外地员工返厂复工。通过上述措施目前公司生产和销售已经恢复正常。 

在积极巩固主营产品的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开拓新市场。第一、研发高端感光油墨产品，局限于原有

生产基地的环境，公司现有油墨生产、销售中低端产品占比较大，报告期内公司正在研发耐沉锡油墨、软

板油墨、5G通讯用Low Dk/Df油墨、高流平镜面罩光UV、5G笔记本防信号干扰油墨、汽车内饰双固化UV、

超耐橡皮擦抗指纹纳米涂料等中高端油墨、涂料产品，有望进一步拓展中高端油墨、涂料产品市场；第二、

吸收引进新技术，公司委托廣至新材料合作研发的光刻胶项目，是公司现有光固化产品及技术的有效补充

和延伸，截止期末该项目正稳步推进；第三、进行外延投资，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江阴广庆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UV印铁油墨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在夯实原有油墨、涂料等业务现有市

场的基础上，旨在开拓UV印铁油墨系列产品市场，丰富产品应用领域，培育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公司设

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乐建感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PCB线路油墨、LDI型油墨等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及技术服务，在夯实原有业务现有市场的基础上，旨在增强PCB线路油墨、LDI型油墨等业务的竞争力，

有效利用新增技术和产能拓宽公司PCB油墨的应用范围，进一步优化和夯实PCB油墨板块基础，培育公司新

的业绩增长点。 

4、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报告期末，募投项目建设已经完成并完成部分验收工作。通过相关部门对锅炉和消防的验收，取得江

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发放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和重大维修监督检验证书》，江阴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放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江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关于年产8000吨感光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成品仓库、公用工程房一、公用工程房二、门卫一、废弃物间、行政楼、

综合楼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意见》；安评验收原则性完成，根据指导意见进行完善；环评验收已经通过江

阴生态环境局的实地验收，目前在报送上级生态环境局的审核；房屋综合验收等环保验收批复下来后可以

进一步作业。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已达到可使用状态进入试生产调试阶段，完成全部验收并取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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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批文或产权证日期尚不能确定全面正常运营及达产尚需时日。 

5、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关

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积极提高管理水平，健全各项内控制度和规章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公司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倡导公司与个人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提高

公司的竞争力和凝聚力。此外，报告期内，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公司从实际

工作出发，积极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建设，保证公司各业务模块工作的顺利

开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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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时间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 

江阴广庆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020年3月 

2019年12月30日，公司与自然人唐雄、自然人吕广军在江

苏江阴签署《投资协议》，在江苏江阴市共同出资设立江

阴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UV印铁油墨系列产品的

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江阴广庆注册资本1000万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600万元，获得江阴广庆60%的股

权；唐雄认缴出资300万元，获得江阴广庆30%的股权；吕

广军认缴出资100万元，获得江阴广庆10%的股权。 

深圳市乐建感光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5月 

2020年3月30日，公司与自然人柯明喜在江苏江阴签署《投

资协议》，在广东深圳市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乐建感光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PCB线路油墨、LDI型油墨等系列产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深圳乐建注册资本港

币2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认缴港币110万元，获得深圳乐

建55%的股权；柯明喜出资认缴港币90万元，获得深圳乐建

45%的股权。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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