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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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 60014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宁凯军 曹思颖 

电话 020-66818881 020-66818881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

科丰路33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

科丰路33号 

电子信箱 kjning@kingfa.com caosiying@king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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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4,722,787.39 29,169,654,922.14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693,827,586.18 10,539,525,443.93 20.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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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887,147,581.07 1,039,210,178.03 466.50 

营业收入 16,930,072,692.15 12,342,134,336.36 3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11,717,883.34 509,584,573.50 37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85,362,252.30 374,865,135.08 53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25 4.99 增加15.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371 0.1914 389.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371 0.1914 3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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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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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志敏 
境内自

然人 
19.83 510,380,393 0 质押 255,190,197 

熊海涛 
境内自

然人 
8.40 216,241,359 0 无   

李南京 
境内自

然人 
3.53 90,769,754 0 无   

宋子明 
境内自

然人 
2.76 70,928,880 0 质押 20,300,000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5 70,766,436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68 68,880,813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20 56,573,900 0 无   

夏世勇 
境内自

然人 
2.10 54,006,609 0 无   

熊玲瑶 
境内自

然人 
1.75 45,000,2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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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明达 12 期私募投资

基金 

未知 1.30 33,558,62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熊海涛女士与熊玲瑶女士系姑侄关系。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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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成品（不含贸易品）销量 117.45 万吨，同比增长 58.48%，其中

原有业务（不包含轻烃及氢能源板块）实现产成品销量 71.39 万吨，同比增加 11.55%。轻烃及氢

能源板块实现产成品销量 46.06 万吨。 

（一）改性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改性塑料板块实现产成品销量 61.91 万吨，同比增加 9.51%。 

车用材料：2020 年 1-6 月，公司车用改性材料完成了 18.20 万吨销量。公司在气味控制，高

性能增强聚丙烯材料、防污抗菌内饰材料、微发泡材料、挤出吹塑用聚酰胺材料、雷达透波和屏

蔽材料等方面进行重点攻关，通过配方和工艺的结合，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2020 年上半年，公

司汽车领域新立项产品开发项目达到 990 多项，累计产品开发项目突破 1600 项，其中合资及外资

主机厂的项目比例超过半数。上半年完成主机厂材料认可 70 余项，涉及到众多合资品牌和自主品

牌，为后续获取更多的项目定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在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工程塑料类车用材料开拓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国内主机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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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结构件应用也取得了量产突破，盈利能力逐渐提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在特斯拉、比

亚迪、蔚来汽车、小鹏汽车等主机厂材料认可、项目开发和项目定点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部

分项目已进入稳定量产状态。 

公司将持续强化与重点主机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联合开发和联合创新能力，以新材料为依托，

与上下游协同合作，形成材料研发，零件设计和开发，成型和应用评价一体的覆盖范围更广的整

体化技术解决方案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车用材料的核心竞争力。 

家电材料：在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新产品的推广速度，先后实现了超韧 ABS 材料、低噪音

空调材料、智能家电透红外材料和高性能增强 PP 材料的落地应用，并实现了良好的收益。同时，

公司加大了在新技术上的研发投入，在自清洁技术整体方案、高等级阻燃技术、低介电材料技术

和耐烧蚀陶瓷化技术上均取得了较大突破，为公司家电材料领域的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电子电气材料：2020 年上半年，公司电子电气材料紧跟电子电气行业薄壁化、高性能、长期

服役稳定、可循环低碳排放等发展趋势。公司完成红磷阻燃尼龙 0.25mm 超薄黄卡升级，无卤阻

燃 PC/ABS 户外认证，多种材料的 ULE 认证等，在行业内建立起技术门槛。同时针对不同领域的

应用特点，积极推进材料的高性能化，如辐照交联尼龙、快速成型低翘曲阻燃增强 PET，高性能

阻燃聚酯合金，成型性优异的高介电低损耗的 PPE 等新产品。在材料高性能的基础上确保环境安

全和服役稳定，通过多项技术集成，不断实现应用突破，如食品接触耐水解 PBT 实现无双酚 A

耐蒸煮应用，半透明高耐油 PC 材料扩展了应用局限性，耐环境腐蚀增强尼龙突破了传统行业中

对材料选择的局限，高灼热丝无卤阻燃 PC 合金符合北美和澳洲等环境物质和安规的双重要求，

高性能 PPS 产品实现整机疲劳测试后不变形不开裂的精密成型要求等，不断的通过技术革新助推

电子电气领域材料迭代，实现更高的结构件功能，助力电子电气行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电子材料：2020 年上半年，国家提出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包括 5G 基建、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其

中，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将支撑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社会

的繁荣发展，而 5G 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公司也组建了对应的“新基建”项目团队，不断深入研究“新

基建”给公司带来的发展机会。 

“新基建”中 5G 先行。围绕 5G 基站“减重”、“透波”、“耐候”等痛点，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解决

方案，包括高透波的天线罩材料、代替金属振子的塑胶振子专用料等，在 5G 市场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上半年 5G 基站相关材料销售超过 2000 吨。 

围绕 5G 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也得到迅速发展，公司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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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散热模块、智能家电、互联网企业硬件化等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在高

速散热风扇、智能音箱、家居机器人、5G 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新领域形成了超过 5000 吨销量。 

熔喷材料：2020 年上半年国内外疫情发生后，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市场需求，迅速进行

科研攻关和技术调整，利用自身在改性领域的核心优势，短期内向市场推出了熔喷聚丙烯材料。

此外，公司还集中技术力量在驻极母粒上进行技术攻关，开发了性能优异、品质稳定的驻极母粒

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熔喷材料共销售 10.32 万吨。 

（二）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在国内外市场销售稳中有升，产品实现销量 3.14 万吨，同

比增长 49.28%。客户需求稳定并持续增长，国内颁布了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政策，使降解

塑料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加，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销量。 

针对各国对塑料污染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司持续优化完全生物降解聚酯合成技术，开发的产

品已广泛应用于购物袋、食品包装、饮食餐具、包裹袋等日常消费领域。针对国内农用地膜白色

污染日益严峻的状况，公司不断完善核心技术和改进配方，开发的完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已在国

内部分地区应用，可以彻底根治农用残膜带来的问题，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

的路径。针对国内不断增长的垃圾产出量，公司持续进行厨余垃圾堆肥试验，自主开发的

“UTVGORE膜覆盖好氧堆肥系统”为厨余垃圾后处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发和投入，公司建立了完全生物降解塑料从开发到工业化生产的完整流程，

目前拥有生物降解聚酯合成产能 6 万吨，并配有专业生物降解塑料改性生产线，产品涵盖 PBAT、

PBS、PLA 树脂及相关改性材料，全面覆盖了当前生物降解塑料的主流应用，能够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完全生物降解塑料产品。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发展，公司正加紧建设新产能和开发新的生物降

解塑料以应用于更多领域。目前在建 6 万吨 PBAT 生产线进展顺利，预计新建产能将于 2021 年投

产。 

（三）特种工程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特种工程塑料产品实现销售 4,405.94 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3.33%，其中，LCP 销

量 984.81 吨，同比增加 50.10%。虽然汽车零部件等应用对材料的需求量相应减少，但家用办公

设备需求增长带来连接器应用大幅增加，同时在防疫物资生产设备上的应用也初见成效，因而总

体上销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对于 LED 照明和显示应用，其高质量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促使所用封装材料持续升级换代。

公司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推出了可长期使用的耐高温尼龙基 LED 支架材料，并得到了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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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延续了在 LED 行业的优势地位。在消费电子应用领域，相关产品不断优化升级，传统连接

器上的应用快速增长，在 DDR5，Type-C 等新型连接器上得到认可和量产的主流客户持续增多。

同时，高性能特种聚酰胺材料在手表、手环等的结构部件上也得到了批量应用，为持续增长打下

了坚实基础。在汽车应用领域，高强度、高刚性、良外观半芳香聚酰胺合金材料和高光免喷涂半

芳香聚酰胺材料在空调出风口格栅和边框等部件上的应用不断扩展，涡轮增压废气执行器用高性

能 PA6T 材料预计在 2021 年实现订单，汽车管路系统用 PA10T 材料应用验证持续进行中，上述

新材料有望为公司特种工程塑料的销量带来新突破。 

对于 5G 通信应用领域，公司开发了 LCP 薄膜专用树脂，已具备量产能力。自建了 LCP 薄膜

成型试验线进行成膜技术探索和积累，采购了 LCP 薄膜产业化设备，预计于 2020 年第四季度进

行安装调试。对于 5G 基站天线振子，公司开发了超低介电损耗 LCP 材料，在终端设备厂商复合

天线振子上进行小批量全流程验证，获得客户认可。对于高速背板连接器，不同介电性能的 LCP

材料在行业标杆企业得到认可并实现了批量使用。 

为了满足市场增长需求，公司新的 3,000 吨/年 LCP 装置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可如期在 2020

年 8 月投产，届时公司 LCP 总产能将达到 6,000 吨。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开始的年产 10,000 吨

PA10T/PA6T 合成项目，前期因土建原因进度延迟，目前土建已基本完成，计划于 2020 年 10 月

开始设备安装和调试，2021 年第二季度投产。同时，千吨级 PPSU/PES 中试产业化装置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预计在 2020 年底投产，届时将成为公司特种工程塑料产品系列的新成员。 

（四）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碳纤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727.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61%。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紧复工复产，确保了订单交付，尤其是海外

客户订单的按时交付。上半年国内汽车客户销量下滑，但海外汽车、管道等行业客户的销售大幅

度上升，上半年出口业务实现了三倍的增长。 

报告期内，由于工业无人机先后在国内疫情形势严峻时的卫生防疫消杀、疫情趋势向好复工

复产时的春耕播撒与农药喷洒、果业飞防应用出现了大幅增长，公司的无人机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50%。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在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板块，公司确定“聚

焦核心行业及行业核心客户需求“的经营策略，发挥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方面的核心优势，稳步推

进高性能复合材料在汽车功能件深度轻量化、塑料管的柔性增强、国内新基建（新能源、轨道交

通、5G 等）、冷链物流以及消费电子的产品升级等方面的创新应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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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五）轻烃及氢能源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轻烃及氢能源板块受到了疫情和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双重影响，上半年主要产品总

销量 42.82 万吨，其中销售丙烯 30.07 万吨、异辛烷 11.12 万吨、甲乙酮 1.63 万吨。 

公司通过优化生产工艺，调整工艺流程，加强园区合作，制定不同的加工方案，把好质量关，

不断提高生产运行水平，生产装置运行取得显著进步，丙烷脱氢装置连续运行时间创 2014 年开工

以来连续运行最高记录，异辛烷装置运行平稳，产品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甲乙酮装置水合催

化剂运行寿命远超出设计寿命（超出设计寿命 72%），并于 6 月份顺利完成换剂检修工作。同时

还全力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的开展，通过合理化建议等形式培养“全员成本管理”的意识，优化操作，

增加技改，努力降低加工成本。 

在业务端，公司优化岗位设置及发货流程，及时优化各产品的销售策略，建立了公司原料供

应商和客户的资格预审制度，修订了原有的定价流程，扩大了定价的参考面，从库存、行情、成

本等多方面因素优化价格。同时，公司还成功打开丙烯销售的国际市场，为未来丙烯销售“两条腿

走路”奠定了基础。碳四原料采购范围也扩大到国际市场，增强异辛烷装置原料供应稳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120 万吨/年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PTPE）及改性新材料一体化项

目”的建设，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正式开工，本项目是公司打通丙烷-丙烯-聚丙烯全产业链

的重要一步。 

（六）环保高性能再生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国内外疫情对再生塑料循环利用行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各行

业的正常开工，从二季度开始，公司在通讯光缆、蓄电池、电动汽车、电子电器、海绵城市、建

筑模板等相关行业的市场需求基本恢复正常，并实现销售同比正增长，2020 年上半年，公司环保

高性能再生塑料实现销量 5.60 万吨，同比增长 12.45%。 

公司可持续发展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通过与可口可乐、欧莱雅、联合利华等公司的合

作，响应合作伙伴“在未来 3-5 年将日化和食品包装材料再生塑料使用比例达到 50%”的要求，将

上游回收加工企业的优质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公司强大的研发平台研发出能达到食品级要求的可

持续发展产品——再生 HDPE 可持续发展产品，用于吹塑成型日化或饮料瓶或膜的应用中。上半

年再生 HDPE 产品实现了 5000 吨的销售，业绩远超期初预定目标。 

同时，公司在生产制造上持续优化设备和工艺，特别是针对可持续发展项目对再生资源前端

处理设备和改性挤出设备在气味、杂质、黑点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在厂房建设改造和工艺装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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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在提升可持续发展产品核心技术的同时，加强资源应用研究，增强再生资

源对产品的适用性，强化技术开发能力。 

公司进一步加强资源开发团队的建设和拓展资源供应的渠道，在加强与国内大型塑料资源回

收集团深度合作的同时，加大力度开拓海外资源供应渠道，提升战略供应商的品质控制能力和环

保意识，增强公司在循环再生材料资源供应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七）医疗健康产品经营情况 

公司和防疫相关的大类产品主要有聚乙烯透气膜专用料、聚丙烯熔喷材料、驻极母粒、熔喷

布和口罩。其中聚乙烯透气膜专用料、聚丙烯熔喷材料、驻极母粒属于改性塑料，归属于改性塑

料板块，熔喷布和口罩是公司改性塑料产品向下游的延伸拓展产品，归属于医疗健康产品板块。 

2020 年上半年，在国内外疫情持续蔓延和全球供应链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装备（口

罩、防护服等）所需非织造布的市场需求急速增长。熔喷布作为口罩的核心过滤层，是生产医用

外科口罩与 KN95 口罩的重要原料。公司充分利用自身在改性塑料行业多年积累的技术、设备、

工艺和检测认证的经验和优势，结合静电驻极技术，成功开发了满足 KN95、一次性儿童口罩、

一次性成人口罩等多个标准要求的高滤效低阻熔喷布，并利用深层静电驻极处理微纤技术开发出

了高油性过滤效率的特殊等级产品，产品满足 EN149 FFP2 等标准要求。同时，公司扩展熔喷布

在新风系统、汽车以及个人卫生耗材等领域的应用，为熔喷布业绩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公司结合国内外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研发，成功开发了个人防护类和医用类口罩。

其中高效低阻系列产品符合欧盟 EN149 FFP2/3 性能要求，并取得欧盟 CE 认证，部分牌号已进入

美国 FDA EUA 授权清单。医用防护口罩整体性能达到 GB 19083 标准要求。医用平面口罩已完成

多项欧美市场需要的产品认证，涉及的认证标准和等级包括 EN14683 TYPE Ⅰ、Ⅱ和ⅡR 等，款

式包括耳挂式和绑头式医用口罩。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口罩类产品共销售 3.92 亿只，销售区域包

括 6 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公司正在建设灭菌中心，为后续一类、二类乃至三类医疗器械无菌处理做准备，完善

医用无菌 ISO 13485 体系和 ISO 11135 体系认证，旨在打造华南地区示范性综合灭菌中心。同时

加大包括防护服和手套等相关产品的开发进度，为医疗健康板块的长期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健康产品共实现营收 16.30 亿元。 

（八）国际化布局情况 

在国际化上，公司主要建立了印度金发、美国金发和欧洲金发三个海外基地。 

印度金发：2020 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原因，印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为了防控疫情，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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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了封城政策，居民消费需求萎靡，企业停产停工，对各企业经营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印

度金发在困境中，积极寻找突破口，及时获得了政府复工审批，并进行防疫物资生产和销售。公

司熔喷聚丙烯和口罩的生产销售，已全面拓展，有效支撑公司运营，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保障

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目前公司改性塑料业务已在逐步恢复，防疫物资生产和销售业务在逐步增加，

未来公司的盈利水平有望恢复到正常状态，并进一步获得提升。报告期内，印度金发实现销量

20031.47 吨，同比下降 37.79%。 

美国金发：2020 年上半年，突发的疫情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特别是北美经济的发展。美国

的疫情持续发展，而且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下游汽车、电子电器等需求大幅萎缩，工厂停产。

美国金发的订单量在二季度下降明显，整个上半年下降约 30%。报告期内，美国金发实现销量

2362.26 吨，同比下降 28.42%。尽管订单量下降，但整个上半年，美国金发利用疫情期间居家办

公的特点，加大了和客户的电话和邮件交流，依然在重点项目上不断取得突破，有望在下半年实

现较快发展。同时，美国金发充分利用母公司资源，发挥自身北美网络平台的功能，成功地将不

同型号的口罩销售到北美地区。下半年，美国金发将结合本地的疫情发展情况，持续推进公司防

疫产品的销售，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欧洲金发：报告期内，欧洲金发实现产品销量 1840.97 吨，同比下降 16.32%，主要是受欧洲

本地疫情影响，客户受影响程度较为严重，导致产品销售未达预期。欧洲金发利用母公司的优势，

在欧洲开展防疫物资的销售，并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为抗疫做出努力并提升了自身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欧洲金发顺利通过了重要客户 IKEA 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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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