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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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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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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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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1525338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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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力新材 股票代码 3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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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寅森 梁玉庆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 

传真 0519-85788911 0519-85788911 

电话 0519-88388908 0519-88388908 

电子信箱 ir@tronly.com ir@tronl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立足于产品自主研发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电子材料领域各类光刻胶专用电子

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相关贸易业务。 

光刻胶专用化学品，分为光刻胶用光引发剂（包括光增感剂、光致产酸剂等）和光刻胶树脂两大系列。报告期内公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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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胶专用化学品按照应用领域分类，主要有PCB光刻胶专用化学品、LCD光刻胶专用化学品。 

PCB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PCB

光刻胶可分为干膜光刻胶、湿膜光刻胶等主要品种。公司PCB光刻胶光引发剂主要应用于干膜光刻胶。近年来，中国PCB产

值增速持续增长，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提升，PCB产业持续向中国大陆转移，公司为全球PCB光刻胶的主要材料供应商，占据

市场主导地位。随着PCB产业持续转移，公司PCB光刻胶专用化学品的市场份额稳定。 

LCD光刻胶专用化学品主要是肟酯类系列高感度光引发剂，是生产彩色光刻胶和黑色光刻胶的关键材料，彩色光刻胶和

黑色光刻胶是制备彩色滤光片的核心材料。彩色滤光片是液晶显示器实现彩色显示的关键器件。公司LCD光刻胶光引发剂系

列产品打破了巴斯夫等跨国企业对该类产品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韩国知识产权局、日本

特许厅和欧洲专利局授权的多项发明专利。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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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863,906,732.57 739,083,610.12 16.89% 639,954,96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605,926.09 146,556,470.86 2.76% 126,590,92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950,564.31 134,283,164.42 1.99% 120,625,40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562,580.76 111,605,525.93 67.16% 86,467,606.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23 0.2907 0.55% 0.25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23 0.2907 0.55% 0.2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1% 10.95% -1.64% 12.5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103,146,028.30 1,882,459,731.74 11.72% 1,282,754,27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5,242,744.41 1,561,898,021.25 7.26% 1,061,151,954.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3,839,389.25 245,772,670.73 221,824,365.79 212,470,30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27,842.91 54,475,270.28 43,184,851.29 19,917,96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51,288.67 52,857,557.91 36,137,432.52 18,804,28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70,457.18 31,969,373.75 15,924,494.80 104,498,255.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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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6,08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7,42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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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晓春 境内自然人 27.26% 140,456,175 119,845,905 质押 43,700,000 

管军 境内自然人 16.56% 85,325,088 71,508,816 质押 19,250,000 

钱彬 境内自然人 3.98% 20,515,420 15,849,990   

蓝剑 境内自然人 2.05% 10,584,151 0   

管国勤 境内自然人 0.90% 4,631,235 4,627,676   

钱瑛 境内自然人 0.64% 3,319,809 3,302,080   

钱小瑛 境内自然人 0.62% 3,197,886 3,196,413   

李军 境内自然人 0.53% 2,732,777 2,732,080   

敦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敦

和云栖 2 号稳

健增长私募基

金 

其他 0.52% 2,669,908 0   

敦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敦

和云栖 1 号积

极成长私募基

金 

其他 0.52% 2,669,34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钱晓春和管军系夫妻关系；钱彬系钱晓春、管军之子；管军和管国勤系姐妹关

系；钱瑛和钱小瑛系钱晓春的姐妹。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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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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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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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3,906,732.5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89%；营业成本521,831,888.6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75%。 

2019年度，公司销售费用37,797,480.3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79%，主要原因为人员薪酬、市场推广服务费增加以及子

公司日本日兴于2018年9月纳入合并范围；管理费用73,757,285.8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主要原因为人员薪酬、折旧

费增加以及兑现绍兴佳英业绩承诺超额完成奖励；研发费用62,417,887.3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56%，主要原因为本期人员

薪酬提高，研发设备投入增加以及委托研发费增加；财务费用5,170,838.3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33.76%，主要原因为汇兑

收益减少，以及银行贷款增加致利息支出增加。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PCB 光刻胶光引发剂 194,631,200.21 78,875,714.54 40.53% 9.44% 4.23% -2.02% 

LCD 光刻胶光引发剂 199,070,815.10 115,343,097.99 57.94% 13.67% 12.10% -0.81% 

其他用途光引发剂 254,258,266.22 103,572,023.30 40.73% 21.14% 37.98% 4.97% 

化工原料贸易 110,015,999.81 13,569,848.57 12.33% 47.00% 12.71% -3.7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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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财务报告”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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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取得方式 

常州力得尔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 

（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常州杰森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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