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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6                 证券简称：容大感光                     公告编号：2018-053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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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半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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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大感光 股票代码 30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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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启上 罗诚颖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立新湖

第一科技园研发楼第 1-3 楼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立新湖

第一科技园研发楼第 1-3 楼 

电话 0755-27312760 0755-27312760 

电子信箱 samcai@szrd.com luocy@sz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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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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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96,623,125.06 166,373,910.79 1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253,776.51 18,690,029.56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3,360,487.19 18,224,554.64 -2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069,726.82 10,210,886.31 -4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4.82%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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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605,062.93 505,636,916.30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14,793,511.69 407,539,735.18 1.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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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望 境内自然人 13.60% 16,318,773 16,318,773 质押 12,620,000 

杨遇春 境内自然人 12.92% 15,499,682 15,499,682   

刘启升 境内自然人 12.92% 15,499,682 15,499,682 质押 1,549,30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12.92% 15,499,681 15,499,681 质押 3,600,000 

刘群英 境内自然人 10.73% 12,871,398 12,871,398 质押 1,500,000 

魏志均 境内自然人 3.98% 4,770,519 3,577,889 质押 1,930,000 

童佳 境内自然人 2.77% 3,320,100 0   

上海言旭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5% 2,095,500 0   

深圳市海富通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 1,500,000 0 质押 1,499,700 

周信钢 境内自然人 1.05% 1,259,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林海望、黄勇、刘启升、杨遇春、刘群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童佳与深圳市海富通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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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周信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59200 股；2、李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350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794800 股；3、李三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 股外，还通过东

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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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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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感光油墨专业制造商。一方面，公司的研发团队努力提

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不断研发新产品、满足客户对品质不断提升的要求，让公司继续保持在电子感

光油墨领域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推出新产品、提升服务品质、为客户提供定制产品等措施，使得

公司继续保持感光油墨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公司的营销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资产规模及盈利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略有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9,623.1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8.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5.3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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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基本每股收益为 0.16 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1、加强研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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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深圳市

感光高分子材料工程实验室”，通过平台建设和人才引入，大幅度的提升了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积极

响应市场需求，引领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发。报告期内，公司 LDI 线路油墨的量产，引领了新一代的生产

工艺，其优异的产品性能，不仅为 PCB 生产厂商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是推动了行业的自

动化进程。另外，随着 5G 通讯的发展、汽车板油墨的国产化，2018 年公司立项“5G通讯基板用高性能阻

焊油墨”、“车载线路板用高性能阻焊油墨”项目。通过新设备的购置、人才的引入，目前产品性能测试已经

达到行业标准，部分产品已通过了客户端的验证。下半年公司会进一步加快产品项目研发进程与市场验证，

早日推广上线，为公司创造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 1,058.7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5.38%。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研发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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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稳固主营产品，开拓新市场  

公司目前是国内 PCB 感光油墨领先的企业，占据 PCB 感光油墨市场约 7%的市场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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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PCB 感光油墨、光刻胶及其配套化学品、特种油墨实现产量、销售

额情况如下表： 

 

项目品种 
产量（吨） 销售额（万元）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同比增长率（%）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同比增长率（%） 

PCB 感光油墨 4849.68 5559.41 14.63% 15,651.00 18,544.74 18.49% 

光刻胶 53.72 62.95 17.19% 533.48 569.80 6.81% 

特种油墨 63.40 79.04 24.66% 410.12 496.69 21.11% 

 

报告期内，光刻胶、特种油墨的销售额占比还是比较小，但是，其毛利率还是比较高，公司将会在

稳固 PCB 感光油墨市场的基础上，加大对光刻胶、特种油墨市场的开拓力度。尤其是光刻胶，将是公司未

来重点拓展的领域，公司将会在新产品的配合下，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跟进重点客户，不断开发潜力

的客户；公司还会密切关注市场发展动态，并通过展会等各种方式加强市场宣传推广力度，为公司打造新

的利润增长点，并让公司最终成为一家国际一流的感光化学材料制造企业。 

3、募投项目建设有序进行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07,281,749.71 元。报告期内共使用募集资金

30,600,722.73 元。其中：印制电路板感光油墨项目投入 27,804,044.39 元，光刻材料及其配套化学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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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9,678.34 元,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147,000.00 元。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5,749,820.58 元，其中包含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1,000.00 万元。 

（2）募投项目建设情况 

募投项目的建设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中，目前位于惠州市大亚湾的新工厂基础建设工作已经完工，

现正在进行厂房、办公楼内部装修，及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预计今年 10 月可以进行试生产，争取年

底前可以全面投入生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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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部门关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积极提高管理水平，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内控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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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完善培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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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海望 

2018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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