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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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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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
期 B 座 13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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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09,596,634.69

710,839,253.98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162,523.69

36,296,100.45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932,270.68

31,247,276.35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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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134,373.33

35,600,066.35

77.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5

0.0390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5

0.0390

-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

2.38%

-0.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847,326,861.43

2,768,969,744.87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1,297,198.78

1,550,476,743.91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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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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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健锋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常州京控泰丰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中心（有限
人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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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

171,723,040

171,723,040 质押

170,863,035

14.03%

130,684,000

0 质押

36,657,682

0 质押

85,499,200

梁俊丰

境内自然人

9.22%

85,913,472

张晓惠

境内自然人

1.68%

15,615,000

王新胜

境内自然人

0.43%

3,966,400

曾向阳

境内自然人

0.32%

3,017,200

温基

境内自然人

0.26%

2,426,543

原守民

境内自然人

0.21%

1,921,2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20%

1,900,000

曾繁新

境内自然人

0.20%

1,881,942

梁俊丰和梁健锋为兄弟关系，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新胜为梁俊丰和梁健锋的妹夫。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与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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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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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曾向阳在报告期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1,790,000 股，其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227,200 股，合计持有 3,017,200 股；原守民在
明（如有）
报告期末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其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 1,9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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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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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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贸易摩擦不断，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但国内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今年，是全球5G商用元年，国内也开启了5G建设大潮；2019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了强劲
的增长势头，公司作为5G、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等行业的上游电子材料供应商，努力克服各项困难，有效地把握了行业
发展的机遇，积极扩产，乘着行业发展的东风，砥砺前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10亿元，铜箔、覆铜板产品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提升至69.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13.44万元，大幅增长77.34%。本报告期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启动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加快扩产项目进度，完善电子基材产业布局
2019年3月，公司披露了《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5亿元，用于年产120万平方米
印制电路板（含FPC）建设项目、年产600万张高端芯板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通过本次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抢占市场
先机，完善公司在电子基材领域的产业布局，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线，持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同时，公司正加速推进“年产
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工程（二期）项目”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预计年内将实现投产，投产后公司铜箔产能合计将超2
万吨，名列行业前茅。公司在下半年也将全力推动非公开发行股票进程、年产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工程（二期）项目投产
进度。此外，公司规划在梅县区白渡镇梅州坑打造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届时将新增年产2万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和2000万张高
频高速覆铜板产能，目前该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
通过上述项目的实施，公司将新增FPC、高频覆铜板等产品生产能力，显著带动公司整体制程能力和工艺水平，使得公
司线路板、覆铜板“刚柔并济”、铜箔“一薄一厚”的优势更加突出。
2. 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着力培养优秀人才
为了促进下一代先进电子材料工艺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化以及加强优秀人才的培养，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于2019年6月
签订了共建电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研究内容为高频高速（5-10G）铜箔及基板材料关键工艺技术研究、锂电铜箔
关键工艺技术研究、大功率电子铜箔工艺技术及应用研究、先进电子产品可靠性研究。公司将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雄厚理论
技术和丰富研究成果，助推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进程，打破高端领域国外垄断格局，努力实现进口替代。公司将持续
深化产学研合作，积极推进上海交通大学（梅州）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始终秉持着创新发展的理念、开放包容的态度、刻苦
钻研的决心，继续扩大与各个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提升公司整体研发实力，培养优秀的人才。
3.大力开拓市场，不断优化客户结构
公司凭借着优秀的品牌影响力，依托良好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交期和快速响应客户的市场营销优势，大力开拓市场，积
极开展市场营销，不断优化客户结构。经过近年来的客户结构调整，公司客户群已覆盖国内大部分PCB、CCL上市公司和行
业百强企业，并成为其稳定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市场继续大力开拓优质客户，成功打入国内上市公司、台资优质客户供
应体系，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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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锂电铜箔产品前期已通过部分重点客户测试和验证，实现小批量供货；5G高频特种板也正积极扩大国内优质客户
覆盖；此外，公司PCB事业部在报告期实现汽车板的生产，并通过客户认证。公司通过高端产品的开发，将进一步扩大公司
优质客户群的覆盖面，全面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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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符合相关要求的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了相应调整。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准则、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包括：
（1）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
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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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
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及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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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