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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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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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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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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

195,972,24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 17,637,5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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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91,672 股，转增后股本为 254,763,913 股。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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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春霜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寿云顾路581号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寿

云顾路581号 

电话 0510-86968678 0510-86968678 

电子信箱 dmb@jianghuamem.com dmb@jianghuame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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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镇江江化微建成投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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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代、10.5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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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半导体及 LED 领域拥有士

兰微、长电科技、华润微电子、中芯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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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板显示领域拥有京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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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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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工艺、精密过滤及分包装工艺，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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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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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2,248,281,468.76 1,988,413,091.18 13.07 1,349,830,654.98 

归属于上市公 1,155,087,310.31 1,116,669,349.66 3.44 790,271,867.21 



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792,144,497.76 563,794,823.02 40.50 490,429,534.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507,706.01 58,192,919.78 -2.90 34,518,613.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174,552.31 49,317,649.83 7.82 31,554,403.0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311,873.67 -11,108,146.51 433.95 44,235,073.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99 6.97 

减少1.98个百分

点 
4.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883 0.3137 -8.09 0.187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883 0.3137 -8.09 0.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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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79,481.47 178,775,188.95 204,350,126.96 252,639,70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331,573.13 5,947,265.20 12,533,120.11 28,695,74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84,534.56 5,404,229.01 12,566,759.45 26,519,02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2,616,193.77 22,986,884.82 -57,905,799.83 18,344,176.5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1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73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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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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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殷福华 0 50,601,062 25.8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季文庆 0 13,526,599 6.9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镇江市杰华投资有限

公司 
0 9,698,476 4.9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国新 4,444,531 4,444,531 2.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唐艳 0 3,083,807 1.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城久嘉创

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1,220 2,001,220 1.02 0 未知   其他 

宋凤毅 1,950,000 1,950,000 1.0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前海开源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43,740 1,943,740 0.99 0 未知   其他 

高可诚 1,890,183 1,890,183 0.9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

组合 
1,772,798 1,772,798 0.90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不知晓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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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2,144,497.76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0.50%；营业成本 616,646,016.92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7.45%；毛利率 22.15%，较上年同期下降 3.67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6,507,706.01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90%。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