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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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华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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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9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武

金鑫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 99 号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 99 号

电话

0512-62852336

0512-62852336

电子信箱

thcj@canmax.com.cn

thcj@canma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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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51,891,083.98

378,055,067.72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35,932.08

20,230,550.58

3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512,558.12

13,804,318.37

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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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339,872.72

30,175,787.14

182.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

2.40%

0.86%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097,983,581.72

1,134,212,820.71

-3.19%

846,952,545.79

870,992,109.76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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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振华

境内自然人

容建芬

境内自然人

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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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64,067

143,673,049 质押

102,224,000

9.41%

51,901,003

38,925,752 质押

19,200,000

境内自然人

2.46%

13,567,301

13,360,645 质押

9,352,000

冯志凌

境内自然人

1.63%

8,967,115

8,967,071 质押

5,952,000

余树权

境内自然人

1.30%

7,148,800

吴军

境内自然人

0.90%

4,934,248

3,700,686 质押

王珩

境内自然人

0.80%

4,386,005

3,289,504

苏州天华超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0.78%

4,320,320

0

陆建平

境内自然人

0.68%

3,776,000

2,832,000

赵阳民

境内自然人

0.60%

3,31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34.75%

0
4,000,000

上述公司股东裴振华、容建芬系夫妻关系，股东冯忠、冯志凌系父子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股东刘昕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400,8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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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医疗器械业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遵循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推动防
静电超净技术产品和医疗器械产品两大业务板块不断发展，加快推进锂电材料项目建设进度，公司的盈利能力保持了持续增
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1,891,083.9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92%；实现利润总额33,591,298.85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22.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635,932.0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6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略有下降，利润总额、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呈现稳定增长，主要原因是：（1）
报告期内，受整体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电子信息行业景气度下降导致行业对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需求量增速放缓；此外，
公司从去年以来加快优化产业布局，大力进行业务调整，与上年同期相比，暂停背光源产线业务后，对公司的营业收入造成
下降影响，但对公司的净利润增长改善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上半年公司积极寻求市场发展的机会，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
电子通讯行业重要客户华为等的销售不断增长，公司的总体营业收入略有下降的同时，公司主营核心业务保持稳定发展，并
且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在不断增强。（2）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管理，落实年初工作“降成本、增效益”的目标要求，公
司的成本控制初见成效，运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上半年防静电吸塑产品毛利率增长幅度较大，医疗器械板块业务在营业收
入基本持平的同时净利润仍保持稳定较快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运营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产品质量、生产安全、降低成本的管理控制，通过工艺改进、设备自动化
升级等方式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职能部门通过简化工作流程，优化工作职能，落实降本增效措施，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推动公司实现高效率、高效益的运营管理目标。宇寿医疗通过运营管理实现企业运营成本的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
医疗器械产品毛利率提高9.65%。
市场开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品牌建设和推广工作，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和重要展销活动提升
公司市场影响力，注重销售团队和营销渠道的建设，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方针，充分考虑电子信息和医疗器械市场
环境、客户需求，依托自身的先发优势和公司多年积累的技术品牌积淀，与主要客户和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第47届Nepcon日本展会、2019上海SEM ICON展会，公司在上海承办第三届静电防护国际高峰论坛，
本次论坛汇集了国内外六十多位电子制造行业ESD顶级专家和业界精英，就静电放电解决方案、防静电产品技术解析、ESD
未来发展趋势等多维度开展交流和合作探讨，通过参展和举办行业高峰论坛提升公司的品牌知名度，让全球的客商更地多了
解公司的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向新的市场业务领域拓展推进，在保证传统优质客户的基础上，重视市场的不确定性，
巩固半导体行业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汽车、医药和新能源等行业市场的开拓。随着5G商用化步伐加快，预计今年下半年公
司将在电子通信客户领域市场发力。
技术创新方面，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项目成果转化，公司加大了自主技术创新和关键产品的研发投
入，研发项目总投入14,708,481.0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81%，目前防静电超净技术研发项目主要包括静电人体防护产品耐
用性及防静电稳定性研究、静电与微污染监测与防护系统、防静电功能性材料等项目，在智能化离子静电消除器、新一代静
电在线监测仪等产品研发方面都有新的技术成果转化，医疗器械注射器产品研发项目主要包括挤压式高压注射管路系统、一
次性使用安全胰岛素注射器开发、一次性使用的静脉留置针开发等项目。公司还承担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主持和参与
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推动行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研究编制《工
程防静电通用规范》，公司的静电与微污染系统控制研发实验室项目入选苏州市重点实验室，公司荣膺苏州工业园区“自主
创新民营企业三十强”企业。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宇寿医疗秉承“追求人类健康”的初心，以推动医疗健康事业发展为己任，通过持续进行新产品研
发和不断完善产业布局，致力于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产品。宇寿医疗于2019年4月获得一次性使用胰岛素注射笔用针
头、一次性使用无菌胰岛素注射器带针两项III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该注册证的取得对宇寿医疗在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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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产品线的丰富有积极影响，预计将对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报告期内，宇寿医疗继续推进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开发力度，重点进行自毁式、安全式、高压注
射器的国内市场布局，提高设备的智能化制造水平，升级产品的技术工艺，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加强。宇寿医疗报告期内实
现销售收入105,131,821.80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实现净利润19,381,841.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76%，保持了经
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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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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