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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与时俱进的核准方法

产生首届“50强”

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电子信息材料行

业核心技术创新、产品结构调整、产业规模

升级，配合工信部做好电子信息基础材料

行业的经济运行监测工作，扩大电子材料

行业和重点企业的影响，扶持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和行业带动性强的电子材料企

业，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简称中电材

协）于2015年开展了（首届）中国电子材料

50 强企业及相关专业十强企业的核准与

发布工作，并得到了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和

运行监测协调局的积极支持及行业内各企

业的热烈响应和积极配合。

首届中国电子材料行业的“50强和专业

十强”核准办法及操作程序的制定参考了相

关行业协会的做法，并结合电子材料行业自

身的特点。在着重考虑企业电子材料产品市

场和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还综合考虑其赢利

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等发展因素，审核程序

设计既科学合理，又注重效率等可操作性。

经过中电材协总会、各分会秘书处及

有关业内专家的认真仔细工作，产生了“中

国电子材料行业 50 强及专业十强”。它是

国内第一个电子材料行业的企业经营业绩

及发展潜力综合排行榜。中电材协将会在

总结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

使其成为在国内具有权威的、在国际上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电子材料行业排行榜。

行业排行榜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表彰，

也是展现行业企业品牌实力的一个窗口，

它对促进我国电子信息材料行业整体的发

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50强”展现

我国电子信息材料企业风采

在这次“50 强”评选、核准中，中电材

协针对我国电子信息材料行业 2014 年经

济运行情况，对超过百家各专业重点企业

进行调查、统计。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

电子信息材料在 2014 年全行业的主要骨

干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为9.6亿元，主营业务

增长约 15.3%，平均利润增长为 5.78%，科

研费用的投入比例为3.5%。全行业的企业

平均产、销收入情况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全

行业总销售收入超过2800亿元，年增长率

约7%，正在向3000亿元大关迈进。

全行业调查数据结果及产生的行业

“50强”状况可以表明：一方面，过去的一年

我国电子信息材料行业的中低端产品产销

严重过剩，亏损企业增多。避免、摆脱中低

档同质化产品的竞争局面，是全行业需要

研究和克服的共同任务。

另一方面，行业中重点企业的产品结

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步伐在加快，进军高端

产品效益较好的企业已开始摆脱经营困

境，获得新的效益增长点，迎来了经济效益

逐渐提升的局面。

在首届“50强”中，半导体材料企业有

18 家，其总的年销售收入 342.18 亿元；覆

铜板企业有13家（其中与电子铜箔行业有

两家交叉），总的年销售收入 283.20亿元；

电子铜箔业企业有 6 家，总的年销售收入

为94.60亿元（包括两家覆铜板业务交叉企

业）；电子锡焊料、磁性材料、电子化工、光

电子材料、电子用金属材料、压电晶体材料

和电子陶瓷材料专业的主要企业在“50

强”排名榜中都有体现。

从“50 强”企业性质结构分析，占“50

强”企业数量比例 60%的是有限责任及股

份制性质的内资企业，其企业数量为 30

家。2014 年，它们的销售收入共计 535.63

亿元，占“50强”总销售收入的59.92%。

入选“50强”的港、澳、台企业，日商等

境外投资企业数量为 12 家，占比为 24%，

总的年销售收入占“50 强”总销售收入的

29.58%，为264.4亿元。

入选“50 强”的国有企业为 8 家，年销

售收入为 93.83 亿元，占“50 强”总销售收

入的10.5%。

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材料行业中重

点大型骨干企业的产品结构正在发生变

化。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电子信

息材料制造业的重点企业中，内资本地企

业所创销售收入的比例近年有明显增长。

以统计“50强”的销售收入为例，其已占据

七成的比例。行业中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近年不断扩

大，与国际同行企业的竞争能力快速增强，

起到“突击队”、“主力军”的作用。

“50强”企业在2014年的电子材料销售

收入共计 893.86亿元，约占全行业总销售

收入的 32%。从“50 强”中不同规模大小层

次企业的销售收入所占比例的结构分析

来看，50亿元以上的企业三家：分别为江苏

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滔化工集

团、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它们的销

售收入占整个“50强”总的销售收入的比例

为 25.3%。销售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的有 25

家，其销售收入占整个“50强”总的销售收

入的75.0%。

“50强”是我国发展电子信息材料行业

的强大生力军。三四十年来，作为我国电子

信息材料行业的排头兵、引领者，我国电子

材料“50强”企业在行业中的先锋、典范作用

显而易见，也是我国发展电子信息材料产业

的一种荣耀。

技术创新引领

企业做大做强

2014年，“50强”企业的科技研发费用

投入为53.52亿元，平均投入科技研发费用

为1.07亿元/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占企业

总销售收入的3.5%。

2014 年的首届“50 强”的专利申请数

排名前三家的企业是：晶龙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其主要从事半导体器件、光伏太阳能

电池及相关配套件的研发生产，发明专利

28 件，实用新型专利 293 件，合计为 321

件；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产

品是磁性材料与器件，发明专利 76 件，实

用新型专利 220件，合计为 296件；长飞光

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从事光纤预

制棒、光纤、光缆全产业链的产品研发与规

模化生产，发明专利 84 件，实用新型专利

129 件，合计为 213 件；广东生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其主要从事电子级树脂、印刷电

路板用粘结片、高端覆铜板的研发和规模

化生产，发明专利有 79 件，实用新型专利

31件，合计为110件。

这些企业既是国内电子材料行业中专

业制造领域的排头兵，又是推进我国电子

信息材料产业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产品升

级换代的主力攻坚者。同样，天津中环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天津市环欧半导体

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金宝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坚持技术创新、

驱动发展，为我国电子材料技术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在冲破国际技术壁垒、开展自

主创新的的过程中得到迅速成长。

把我国建设成电子材料的强国，推进

企业发展强大，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中心环节，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体系，为把我国电子材料行业骨干企业打

造成全国以致全球的电子信息材料行业的

创新引领者而努力。

实现创新增效是

企业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此次“50 强”评选活动的大量统计数

据表明，目前，我国电子材料行业总体上是

大而不强，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

产能不足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等，普遍存

在企业经营业绩低下、利润率偏低的问题。

如何在错综复杂、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的

形势下，摆脱经营业绩低下的困境，成为了

各个电子材料企业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我国经济以及我国的电子信息材料产

业，已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在它达

到了一个较高水平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一

个共同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转换的问题。曾

经几十年的“投资驱动”、单纯的“引进加规

模”等发展模式已无以为继，高速增长也转

入了平稳增长。这需要我们的发展模式逐

步由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由学习模

仿转向“创新驱动”。

近期，国家已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

规划。《中国制造2025》提出：创新驱动、质

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

经济增长方针。《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

的“工业 4.0”规划。它作为未来 10 年引领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未来 30

年在我国实现制造强国梦想的纲领性文

件，全面开启了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之路。它

着眼解决我国制造业，特别是我国电子信

息材料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建

立现代产业体系，指引我们电子信息材料

企业由大变强。

我们期望我国的电子信息材料行业企

业、我们“50强”企业，一方面，要凭借技术

创新驱动逐步地达到高增加值；另一方面

要在现有基础上挖掘内部潜力、导入信息

化技术实现智能制造，大幅提升制造效率

与管理水平，实现“效率驱动”企业经济效

益的增长。

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近期撰文提到：“我

们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制造强

国建设的伟大征程正在清晰地铺展开来。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战略

定力、方针指引、路径方向、政策支撑统一

于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的伟大实践，中

国制造由大变强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让我

们把握历史性的机遇，迎接挑战，为实现中

国电子材料强国梦而共同努力。

展现强者风展现强者风采采

下足下足““做强做强””功夫功夫
———首届中国电子材料行业—首届中国电子材料行业““5050强强””排行榜出炉述评排行榜出炉述评

1、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江阴润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苏州瑞红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
8、无锡创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0、绿菱电子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首届中国电子材料行业50强企业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发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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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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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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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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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企业名称
建滔化工集团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鑫贵金属有限公司
台光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绵阳开元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灵宝华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天宏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联茂（无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联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南亚电子材料（惠州）有限公司
上海南亚覆铜箔板有限公司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福田金属有限公司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铖达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汉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国电内蒙古晶阳能源有限公司
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
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晶盟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电子材料专业领域
覆铜板、电子铜箔、电子化工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光电子材料
覆铜板
磁性材料
覆铜板、电子铜箔
半导体材料
金属材料
覆铜板
覆铜板
电子锡焊料
半导体材料
电子化工
半导体材料
磁性材料
压电晶体材料
电子陶瓷材料
电子化工
电子化工
覆铜板、电子铜箔
电子铜箔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覆铜板
电子铜箔
电子铜箔
覆铜板
覆铜板
覆铜板
金属材料
半导体材料
覆铜板
覆铜板
覆铜板
电子铜箔
半导体材料
光学薄膜材料
半导体材料
电子锡焊料
电子锡焊料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材料及设备
电子陶瓷材料

半导体材料专业十强企业名单

1、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3、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7、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8、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陕西天宏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覆铜板专业十强企业名单

1、广东建滔积层板控股有限公司
2、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4、台光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5、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6、山东金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8、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9、联茂（无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东莞联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铜箔专业十强企业名单

1、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2、建滔（连州）铜箔有限公司
3、山东金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灵宝华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
5、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

6、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苏州福田金属有限公司
8、江西省江铜-耶兹铜箔有限公司
9、湖北中一科技有限公司
10、山东天和压延铜箔有限公司

电子陶瓷材料专业十强企业名单

电子锡焊料专业十强企业名单

电子化工材料专业十强企业名单

1、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宁波新福钛白粉有限公司
4、北京七星飞行电子有限公司
5、焦作市维纳科技有限公司

6、昆山万丰电子有限公司
7、西安恒通电子陶瓷有限公司
8、厦门松元电子有限公司
9、昆山长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0、杭州新安江同皓电子有限公司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深圳市亿铖达工业有限公司
3、绍兴市天龙锡材有限公司
4、深圳市同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5、昆山成利焊锡制造有限公司

6、东莞市千岛金属锡品有限公司
7、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
9、广东中实金属有限公司
10、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材料是电子信息技术及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导，其特点是：品种多、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用
量相对大宗材料要少、研发周期较长、投入较大。长期以来，电子材料的基础及前沿技术，特别是高端产品的核心
技术及市场被国外公司主导或垄断。随着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重要领域和前沿技术的发展和中
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我国电子信息材料技术与产业越来越得到社会、政府、产业界的重视和支持。经过50多
年的发展，尤其是近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电子材料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材料
工业体系，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规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如半导体多晶硅、电子锡焊料、覆铜
板、电子铜箔、磁性材料、光纤等材料生产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国内电子材料产业的进步与发展，有力地支撑着
我国半导体、通信、电子元器件及消费类等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电子信息材料的发展起到了助
推器、倍增器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