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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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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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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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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 004870号]确认，2020年度母

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65,231,232.20元，扣除母公司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6,523,123.22元，2020年

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8,708,108.98 元；加上 2020年初经调整的未分配利润

326,512,989.20元，扣除2019年度派发的现金分红10,920,000.00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374,301,098.18元。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2020年12月31日的股本150,747,878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089,745.36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45,224,363股，转增后股本为195,972,241

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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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化微 60307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洋 -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寿云顾路581号 - 

电话 0510-86968678 - 

电子信箱 dmb@jianghuamem.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超净高纯试剂、光刻胶配套试剂等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湿电

子化学品是微电子、光电子湿法工艺制程中使用的各种电子化工材料，其核心要素是超净、高纯

以及功能性，因而它对原料、纯化方法、配方工艺、容器、生产设备、环境控制、测试和运输设

备等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公司生产的湿电子化学品主要适用于平板显示、半导体及 LED、光伏

太阳能以及锂电池、光磁等电子元器件微细加工的清洗、光刻、显影、蚀刻、去膜、掺杂等制造

工艺过程。公司的湿电子化学品按产品成分分为纯化类产品和混配类产品，主要的生产工艺为纯

化工艺和配方工艺，该两大关键技术工艺基本为精密控制下的物理反应过程，较少涉及化学反应

过程，公司生产环节不存在高污染、高耗能的情况。 

2、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生产经营模式。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围绕客户订单展

开，在签订销售合同后，根据合同安排采购与生产，生产完成后进行交货和提供售后服务。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主要分为机械设备、原材料、包装材料等的采购。由于公司的生产工艺流程都为自

主研发，且湿电子化学品生产对设备技术要求较高，所以，公司对机械设备的采购根据工艺流程

有特定技术要求。公司机械设备采购主要由公司制造厂负责。 

公司产品生产用原材料、包装材料主要由计划采购部负责，采购部主要采用“以产订购”的

原则，按照生产需求制定采购计划。采购部门根据由营销部门汇总客户需求制定的销售输入表，

制造厂制定的生产计划表，结合公司库存情况编制采购计划表。采购计划表由计划采购部于每月

月底制作，用于安排下个月的采购工作。 

为了保证采购原材料的质量和价格，采购部门有较为严格的供应商筛选标准和流程，公司会

根据供应商的资质条件、产品质量、供货能力、服务水平等情况，将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纳入合格

供应商系统，对原材料运输、包装、入库、卸料全过程都严格按照原材料检验标准对原材料、包

装材料进行质量检验，只有合格的原材料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不合格的予以退货。公司采购的

每个材料品种都会选择两家以上合格供应商进行询价，以保证货源供给充足，产品质量合格，采

购价格合理。一般公司用包装材料价格比较稳定，所以采购定价变动较少。为了有效控制原材料

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一般按月询价定价。 

公司完善的采购制度，保证了公司原材料的质量，货源的充足，也有效的控制了材料采购的

价格。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组织主要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围绕客户需求开展。公司生产主要由制造厂

负责。制造厂会根据销售部提供的客户产品需求清单，结合仓库库存情况，以及车间产能情况等

制定下个月的生产计划表。销售部门每月汇总客户需求后，填写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的清单，

经销售部门负责人审核后，交由公司总经理审批。审批后的产品清单交由制造厂，用于组织生产。 

公司产品主要分纯化类产品和混配类产品，所对应的生产工艺主要是纯化工艺和混配工艺。纯化

工艺主要通过预处理、过滤、高效连续精馏或离子交换纯化技术工艺将产品质量提升到高净超纯

的等级。为了保证公司产品质量，在每一步工艺流程后都会对公司产品进行质量检测分析。而混

配工艺是将纯化产品按照客户工艺流程和工艺环节的特定要求，通过精密混配技术，实现产品功

能性需求的关键工艺。 

公司部分产品实现了回收再生利用，将客户使用后的化学品通过具有资质且具备相关技术的

第三方专业回收处理供应商实现回收及提纯处理，公司采购该类化学品回收液后，根据技术和功

能性要求，添加部分新液后进行纯化、混配，实现再生利用、绿色生产，该种“回收液+新液”的

模式有利于解决客户使用化学品后的环保处置问题，同时降低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为下游电子产业配套，公司销售采用终端客户直销的模式，由销售部负责公司

现有客户的维护和潜在客户的开发。下游客户对湿电子化学品有较高质量要求，对供应商选择有

较为严格的筛选、考核体系。公司成功进入下游客户供应链一般都需要经历现场考察、送样检验、

技术研讨、需求回馈、技术改进、小批试做、批量生产、售后服务评价等环节。为了保证高品质

产品的稳定供应，一旦通过下游客户的认证，客户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在客户选择和产品销售方面，以开拓各领域内重点大客户为主，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高

端产品为重点的发展策略，同时着力开拓具有较好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的领域。公司的发展目标

是成为能够根据客户的生产工艺特点、技术水平，为客户提供工艺设计、产品供应一体化解决方

案的综合供应商。 

同时，为了充分实现公司现有生产管理经验和技术平台的价值，利用公司现有的生产能力拓

展具有较好价值的业务机会，公司在高端平板显示电子化学品领域开展部分代工业务合作。 

3、行业情况 

湿电子化学品是对使用于湿法工艺的“电子级试剂”、“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更为合理准确

的表达。国内的超净高纯试剂，在国际上通称为工艺化学品（Process Chemicals），美国、欧洲和

我国台湾地区称为湿化学品（Wet Chemicals）。在 SEMI（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对世界半

导体制造用主要材料的销售市场规模统计，把用于半导体制造的湿电子化学品专门提出，作为一

类重要的半导体用电子材料的门类。 

（1）行业属性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是属于电子信息产业配套性的基础化工材料领域，服务于下游电子信息产

业。湿电子化学品与下游行业结合紧密。新能源、信息通讯、消费电子等下游电子信息产业的快

速发展，要求湿电子化学品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同时，下游产业的发展也为本行业带来较大

的市场机会。公司生产的湿电子化学品主要配套用于平板显示、半导体及 LED、太阳能等相关领

域。 

（2）行业地位 

湿电子化学品是电子工业中的关键性基础化工材料，也是重要支撑材料之一，其质量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电子产品的成品率、电性能及可靠性，也对微电子制造技术的产业化有重大影响。因

此，电子工业的发展要求湿电子化学品与之同步发展，不断地更新换代，以适应其在技术方面不

断推陈出新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湿电子化学品支撑着新能源、现代通信、计算机、信息网

络技术、微机机械智能系统、工业自动化和家电等现代技术产业。所以，电子化学材料产业的发

展规模和技术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在国民

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最为激烈的材料领域之一。 

（3）行业特点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是精细化工和电子信息行业交叉的领域，其行业特色充分融入了两大行业

的自身特点： 

1°品种多、下游应用领域多 

湿电子化学品品种规格繁多，在电子产品的不同领域中均有所应用，同时，在不同的工艺环

节应用的湿电子化学品也不同。如手机、计算机、电脑、新能源电池等的生产制作需要使用光刻

胶及配套试剂、封装材料、高纯试剂、工艺化学品、液晶材料等，而在不同的工艺流程应用中，

又有清洗液、显影液、漂洗液、蚀刻液、剥离液等品种。 

2°专业跨度大、技术门槛高 

湿电子化学品系化工、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多学科结合的综合学科领域，单一产品具有高

度专用性，应用领域集中，各种湿电子化学品之间在材料属性、生产工艺、功能原理、应用领域

之间差异较大，产品之间专业跨度大。同时，湿电子化学品是化学试剂中对纯度要求最高的领域，



对生产的工艺流程、生产设备、生产的环境控制、包装技术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3°产品更新换代快 

湿电子化学品与下游行业结合紧密，新能源、信息通讯、消费电子等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

势必要求电子化学品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企业科技研发水平与日俱增。素有“一代产品、一

代材料”之说。 

4°功能性强、附加值高 

湿电子化学品是电子产业链的前端，其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直接对元器件的功能构成重要影

响，进而通过产业传导影响到终端整机产品的性能。元器件乃至整机产品的升级换代，有赖于电

子化学品的技术创新和进步。湿电子化学品功能的重要性决定了产品附加值较高、质量要求严的

特点。 

5°与下游企业关系紧密 

湿电子化学品尽管在下游电子元器件中成本占比很小，但对最终产品性能影响很大，大型下

游企业对湿电子化学品的质量和供货能力十分重视，常采用认证采购的模式。一般产品得到下游

客户的认证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一旦与下游企业合作，就会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后进入市场

者将面临较高的市场门槛。 

6°高成长性 

现代的湿电子化学品产业属于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高科技产业。它不同于传统精细

化工企业，是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配套性、支撑性的重要企业，其下游应用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所以，湿电子化学品行业是一个高附加值且具有广阔市场发展前景的朝阳行业。湿电子化学品是

电子信息产品领域中，特别是平板显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IC）、硅晶太阳能电池制作过程中的

关键性基础化工材料之一，是重要的电子信息材料。电子信息行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上游原材

料电子化学品的快速发展，湿电子化学品正成为我国化工行业发展最快并具活力的领域。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其配套的电子化学品的全球消费量年平均

增长率保持在 8%以上，成为化工行业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湿电子化学品市场规模将超过 105 亿元，需求量将达到 147.04 万吨，未来几年将维

持两位数的增速。 

（4）行业未来发展前景 

湿电子化学品是新能源、现代通信、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型显示技术的重要基础性关键

化学材料，是当今世界发展速度较快的产业领域。我国在各大政策规划文件中，明确了新能源、

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是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其相关的配套高纯化工材料也是未来

重要的发展领域。在当前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内需扩张的大背景下，未来公司产品所处的

湿电子化学品领域将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迎来较快的发展速度。 

报告期内，公司 IPO 募投项目已验收投产，公司产能增加的同时，产品等级也从提升至 G4

等级，在国内同行中处于前列位置。待镇江投资项目和四川投资项目建成投产之后，公司的将成

为具备 G5 级产品生产能力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 

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为平板显示、半导体及 LED、光伏太阳能等多领域供应湿电子化

学品的企业之一。公司已为 6 代线、8.5 代线高世代线平板显示生产线供应高端湿电子化学品，在

高端湿电子化学品领域逐步替代进口。凭借多年的技术优势，公司在平板显示领域拥有熊猫、京

东方、中电彩虹、宸鸿集团、龙腾光电、深天马、华星光电等知名企业客户；在半导体及 LED 领

域拥有中芯国际、士兰微、长电科技、华润微电子、上海旭福电子、无锡力特半导体、方正微电

子、华灿光电等知名企业客户；在太阳能领域拥有通威太阳能、晶澳太阳能、韩华新能源等知名

企业客户。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988,413,091.18 1,349,830,654.98 47.31 1,008,809,318.69 

营业收入 563,794,823.02 490,429,534.74 14.96 383,677,448.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192,919.78 34,518,613.99 68.58 39,923,102.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317,649.83 31,554,403.09 56.29 33,037,167.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16,669,349.66 790,271,867.21 41.30 769,787,405.2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108,146.51 44,235,073.13 -125.11 72,878,927.0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078 0.2432 67.68 0.28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078 0.2432 67.68 0.281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97 4.43 增加2.54个百分

点 

5.2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0,139,503.72 136,566,802.24 151,595,875.95 155,492,64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803,793.97 13,336,774.83 20,515,834.22 15,536,51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324,719.82 12,157,660.72 17,818,192.71 11,017,07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620,022.46 -2,179,576.16 11,361,721.95 -36,910,314.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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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8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9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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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殷福华 0 38,923,894 25.82 38,923,894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季文庆 0 10,405,076 6.90 10,405,076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

公司 

0 8,044,400 5.34 8,044,400 冻

结 

8,044,4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

限公司 

-4,258,787 7,460,366 4.95 7,460,366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徐强 0 5,205,200 3.45 5,205,200 质

押 

5,205,200 境内

自然

人 

徐珺 -1,000,000 4,205,200 2.79 4,205,200 质

押 

4,205,200 境内

自然

人 

顾维明 0 3,785,600 2.51 3,785,600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唐艳 -489,200 2,372,159 1.57 2,372,159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邵庭贞 -1,500,000 2,285,600 1.52 2,285,600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孙琪伟 2,121,212 2,121,212 1.41 2,121,212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徐强和徐珺为兄妹。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3,794,823.0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4.96%；营业成本 418,217,731.17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1.97%；毛利率 34.56%，较上年同期上升 4.08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8,192,919.78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68.5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年 5 月 22 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按照上述通知

及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

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未作具体

说明的事项以财政部文件为准： 

（1）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

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

更明确的指引；（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预

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

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4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江阴江化微贸易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江化微（镇江）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四川江化微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江阴江化微福芯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4.50 84.5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