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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6             证券简称：中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8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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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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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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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976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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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晶科技 股票代码 0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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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萍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陆汇路 59

号 
 

电话 0572-6508789  

电子信箱 ir@mtcn.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半导体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半导体单晶硅棒及半导体单晶硅片。公司产品主要应用

于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是专业的高品质半导体硅材料制造商。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在半导体硅材料制造领域拥有多项核

心技术与专利。公司核心管理团队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硅材料的研发与生产，在研发、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拥有完善的

技术储备和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目前公司在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用硅单晶材料的硅研磨片细分领域占据领先的市场地位。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为半导体硅材料，包括半导体单晶硅片和半导体单晶硅棒，广泛应用于各类分立器件的制造。公司

产品系列齐全，规格涵盖3~6英寸、N型/P型、0.0008Ω·cm~100Ω·cm阻值范围的硅棒及研磨片、化腐片、抛光片等，经过

下游客户的扩散、蚀刻/光刻、切割、封装等加工工序，产出各类功率二极管、功率晶体管、功率整流器、晶闸管、过压/

过流保护器件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部分传感器、光电子器件等不同功能的分立器件，最终应用在各种电子产品当中，包

括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家用电器、通讯安防、绿色照明、新能源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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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半导体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凭借持续的自主创新，长期积累形成的技术优势、管理经验

和产能规模优势，公司能够根据下游客户对半导体硅材料的性能参数、规格尺寸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生产，保证良好的产品质

量和及时稳定的供应，帮助客户提升产品良率、产品性能、实现价值提升，获得了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在我国半导体分立

器件用硅单晶材料的硅研磨片细分领域占据领先的市场地位。未来公司将在巩固现有行业地位的前提下，紧密跟踪行业发展

趋势和客户需求，加大研发投入，扩大产能，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巩固分立器件用硅研磨片行业地位的前提

下，加速在其他半导体硅材料领域的发展，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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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72,877,624.09 223,533,897.66 22.07% 253,512,23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727,482.79 66,896,871.05 29.64% 66,481,46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816,174.25 60,287,757.14 37.37% 64,105,20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666,526.42 73,226,875.36 16.99% 32,933,336.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6 0.890 30.34% 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6 0.890 30.34%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4% 20.76% 0.98% 26.0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44,011,865.29 438,126,861.80 92.64% 417,846,59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7,351,229.84 355,645,764.37 110.14% 288,748,8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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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15,264.69 76,623,016.90 68,640,311.23 78,199,03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9,200.62 25,999,809.12 23,606,748.97 24,881,72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55,466.57 24,397,645.39 22,097,956.11 24,665,10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21,779.84 27,772,894.19 16,215,667.51 26,156,1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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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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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5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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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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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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一俊 境内自然人 25.57% 25,505,100 25,505,100 冻结 25,505,100 

徐伟 境内自然人 11.99% 11,960,000 11,960,000 冻结 11,960,000 

隆基绿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2% 9,000,000 9,000,000 冻结 9,000,000 

张明华 境内自然人 4.31% 4,300,000 4,300,000 冻结 4,300,000 

黄笑容 境内自然人 3.70% 3,692,400 3,692,400 冻结 3,692,400 

缪玉华 境内自然人 3.35% 3,344,000 3,344,000 冻结 3,344,000 

郭兵健 境内自然人 3.20% 3,188,000 3,188,000 冻结 3,188,000 

李志萍 境内自然人 2.14% 2,139,000 2,139,000 冻结 2,139,000 

周恩华 境内自然人 1.63% 1,621,900 1,621,900 冻结 1,621,900 

魏巍 境内自然人 1.23% 1,227,869 1,227,869 冻结 1,227,8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徐一俊、徐伟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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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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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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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半导体材料分会不完全统计，我国3~6英寸硅研磨片2017年度至2019年度市场需求量分别

7,400万片/年、7,680万片/年以及7,200万片/年。发行人报告期内硅研磨片销售数量（折合4英寸）分别为1,478万片/年、

1,870万片/年和1,477万片/年，占国内硅研磨片细分市场领域比例分别为20%、24%和 21%。2019 年公司产品占我国 3~6 英

寸硅片市场比例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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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晶硅片 189,736,150.51 90,921,863.51 47.92% 31.45% 37.48% 2.10% 

单晶硅棒 78,968,024.40 40,595,721.86 51.41% 2.84% 4.17%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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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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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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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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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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