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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4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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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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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华科技 股票代码 0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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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士宝 梁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

期 B 座 1312 室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

期 B 座 1312 室 

电话 0755-83432838 0755-83432838 

电子信箱 002288@chaohuatech.com 002288@chaohua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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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39,253.98 626,275,900.38 1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296,100.45 31,123,137.67 1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247,276.35 29,182,450.65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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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600,066.35 20,610,979.91 7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0  0.0334 16.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0  0.0334 16.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 2.0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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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192,110.70  2,717,471,583.29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7,109,484.84  1,509,049,535.49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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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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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健锋 境内自然人 18.43% 171,723,040 128,792,280 质押 157,863,036 

常州京控泰丰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3% 140,000,000 0   

梁俊丰 境内自然人 12.70% 118,337,472 0 质押 105,519,399 

聚惠（深圳）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聚惠 8 号

私募基金 

其他 2.37% 22,110,486 0   

余彬 境内自然人 1.93% 17,982,966 0   

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12,327,406 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2% 5,815,400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沪

秦 2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0% 5,593,929 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价值回

报 73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47% 4,421,917 0   

朱洁美 境内自然人 0.46% 4,264,7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梁俊丰和梁健锋为兄弟关系，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聚惠 8 号私募基金在本报告期末未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股，其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2,110,486

股，合计持有 22,110,486 股；余彬在本报告期末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其通过申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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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7,982,966 股，合计持有 17,98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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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内需呈现疲缓态势等因素影响下，宏观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

力。但在国内新能源汽车、通讯、汽车电子等下游需求的拉动下，公司所处行业实现了逆势增长，仍然处于快速上行的通道。 

报告期内，公司有效克服宏观经济不利因素，紧扣5G、新能源、智能终端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下游快速增

长需求，聚焦铜箔、覆铜板等新材料的产品升级，外拓市场，内提质效，战略优化升级初显成效，实现收入和效益双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083.93万元，同比增长13.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29.61万元，同比增长

16.62%；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大幅增长73%，铜箔销售收入翻番，具体情况如下： 

1.电子基材（铜箔、覆铜板）业务占比持续上升，铜箔年有效产能突破万吨 

报告期内，公司铜箔、覆铜板实现营业收入40,965.8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2015年的39.24%上升至当期的57.64%，

电子基材产品占比持续上升，其中铜箔产品的毛利率为25.33%，对利润增长贡献明显，公司产品结构得到有效优化。锂电

铜箔经过前期的客户测试和验证，报告期内已完成出货，为后续大幅放量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公司已拥有超万吨铜箔的

产能，成为国内少数拥有超万吨高精度铜箔产能的企业，并已具备目前最高精度6um锂电铜箔的生产能力。报告期内，公司

年产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工程（二期）项目开始土建施工，并全力推进。该项目已于2017年8月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预

计2018年12月开始安装调试。该项目投产后，将增加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的产能，届时产能合计将超2万吨，名列行业前

茅。 

2.营销体系改革和市场开拓双管齐下，实现下游高端客户的覆盖 

报告期内，在竞争加剧情况下，公司依托公司的品质品牌和快速响应客户的市场营销优势，再次取得市场大捷。公司铜

箔“一薄（1/3 oz）一厚(3oz、4oz及以上)”产品赢得了客户的广泛青睐。目前，公司已成为优质上市公司和行业百强龙头企业

的稳定供应商（具体见下表），实现内外兼修，客户覆盖内外资优质企业。公司有效抓住行业和客户产品增量的红利，实现

收入和效益的稳定增长、回款稳定。报告期内，在稳定现有加量合作客户基础上，公司有效实现龙头客户的增量，成为下游

龙头企业健鼎、生益科技的供应商。 

此外，公司继续推进营销体系改革，改变以往各子公司、各业务板块的销售团队分散的队伍结构，集合优势资源，建设

各产品线统一的销售平台；同时公司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打造业内年轻、充满活力的销售团队，有效提升了人均效能。2018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为1,215.94万元，同比下降36.81%，销售费用率为1.71%，比上年同期下降1.36个百分点。 

公司客户类型 主要客户 

上市公司 

景旺电子（603228内资）、依顿电子（603328内资）、崇达技术（002815内资）、奥士康（002913

内资）、胜宏科技（300476内资）、杰赛科技（002544内资）、博敏电子（603936内资）、中京电子

（002579内资）、金安国纪（002636内资）、华正新材（603186内资）、广东骏亚（603386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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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达集团控股（01480港资）…… 

拟上市公司或PCB百

强企业 
五株科技、上海南亚（覆铜板）、深联电路、宏仁电子（台资，覆铜板）…… 

新增客户 健鼎（台资，国内第二、全球第六）、生益科技…… 

3.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驱动未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为顺应行业高端化发展趋势及5G时代的到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超薄铜箔、高频高速

铜箔、高频高速覆铜板的研发力度，全力推进“纳米纸基高频高速基板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为抢占市场先机，为新产品、

新技术、新工艺奠定良好基础。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品竞争力，以期实现创新驱动未来的

发展。2018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为3,082.13万元，同比增长108.16%，与销售费用呈现“一升一降”态势。 

4.契合行业“智能化、自动化、专业化、柔性化”发展趋势，改革管理体系，升级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管理效能 

针对公司生产基地分散（分布在梅州、惠州、广州三地）及多子公司（控股12家、参股3家）不易管控带来的问题和难

题，公司深挖掘、细梳理、强提升、严管控，管理体系调整与信息化升级改造同步推进。为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制定了与各子公司经营特点相符的管理方案，以加强子公司的管理。公司在下属子公司广州泰

华多层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试行总经理负责制，在一定权限内由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并按照子公司盈利情况给予

管理团队奖励，以充分调动子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此外，公司于2017年11月正式启动SAP信息化项目建设，报告期内，

公司全力推动该项目建设，预计今年10月1日之前全部上线。该项目前期开发投入约500万元，项目投入使用后将覆盖梅州、

惠州和广州三个主要生产经营场地，并将包含采购、物料管理、生产、销售、质量管理和财务成本控制等模块，实现对生产

经营各个关键环节的信息化管控，全面提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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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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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