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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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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碳元科技 6031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宁 周舸 

电话 0519-81581151 0519-81581151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

兰香路7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

兰香路7号 

电子信箱 ir@tanyuantech.com ir@tanyuantech.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555,966,660.20 1,337,310,178.22 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95,926,543.28 929,653,852.96 -3.6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750,979.30 -7,267,995.93 344.23 

营业收入 206,109,092.66 257,371,469.91 -1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653,184.76 31,395,640.16 -17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949,627.51 23,538,872.84 -227.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9 3.50 减少6.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5 -1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5 -18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9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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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徐世中 境内自

然人 

40.11 84,456,453 84,456,453 质押 20,500,000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26 15,297,404 0 无   

常州弈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49 11,562,652 11,562,652 质押 6,496,200 

福弘（常州）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0 5,694,425 0 无   

金沙江联合创业投资企业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7 5,409,102 0 无   

上海祺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4 4,084,698 0 无   

张风鹏 境内自

然人 

0.82 1,716,845 0 无   

上海亚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 0.76 1,590,489 0 无   



（有限合伙） 国有法

人 

常州龙城英才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72 1,526,070 0 无   

袁永林 境内自

然人 

0.37 775,5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徐世中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且为常州弈远投资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2、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上海祺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有限合伙人之一。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级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在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在公司董事会的带领下，上下

一心，发奋进取，牢牢把握行业发展新机遇，一方面通过夯实优势领域，另一方面拓展新利润增

长点，企业经营运作发展良好。与此同时，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公司是国内开发、制造与销售高导热石墨散热材料的领先企业。上半年公司顺应下游手机市

场结构的变化，抓住国内外主流客户，凭借优质的产品、优秀的管理团队、出色的研发能力，在

智能手机领域进一步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增加了出货量，提升了市场份额，产品已经全面覆盖国

内的主流手机厂商，行业地位稳固。上半年，公司继续为三星、华为、VIVO、OPPO 等著名智能

手机品牌提供产品和服务，其高导热石墨膜广泛应用于上述品牌热门旗舰机型，如三星 NOTE10，

三星 S10，三星 A 系列，华为 P30 系列，Mate 系列，Magic 系列，nova 系列，荣耀系列等，OPPO 

Realme/One plus/Reno/A/K 各系列,VIVO X/S/Z/Y/各系列,VIVO NEX 等，为智能手机领域技术更

新和终端消费者的高质量需求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支持，并且公司分别在越南、美国和韩国设立了

子公司，也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通过产能扩张、工艺改善、自动化改造生产流程等保持手机高导热石墨膜市场领先地位的



同时，公司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巩固并加强在消费电子散热领域的优势地位。报告期内，公司

在 2018 年投资的超薄热管项目已经按期完成，产品已经取得了多家客户的验证及审核，并开始小

批量生产。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碳元光电已经基本完成生产准备，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宏

通新材一同在 3C 产品外观结构件方面完成产业布局。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玻璃面板背板及陶瓷

背板更加符合消费市场对智能终端产品外观审美及工艺技术进步的要求，市场前景良好，且在产

业链上与公司目前主营产品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公司通过现有技术及客户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布

局，增加了产品种类，扩展了产业规模，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并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进

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目

前碳元光电和宏通陶瓷已有多个项目在与终端进行联合开发。 

公司除了在消费电子领域继续推进发展外，子公司碳元绿建专注于碳材料在绿色建筑领域的

应用，致力于发挥石墨材料的特性，创新性地将石墨冷暖辐射板加入其中，推出了 “恒温、恒湿、

恒氧、恒洁、恒静”的五恒系统，为消费者提供了舒适、健康、节能的人居环境。报告期内，碳元

绿建已有多个项目正在实施中。  

报告期内，公司出现亏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毛利率波动：造成毛利率的波动有两方

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行业竞争加剧引发产品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是受制于手机行业出货量下降，

以及公司技术改造导致出货量减少；2.子公司筹建期费用上升：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碳元光电、

宏通新材及超薄热管项目的初步筹建，加大了碳元绿建的宣传力度，故导致相应的筹建期费用有

所上升；3.公司股权激励费用：较上年同期，报告期内增加了股权激励的摊销股份支付成本，导

致公司管理费用有所增加。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