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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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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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81,078,267.80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494,792.60元。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4,994,877.13元，按规定计提法定盈余公积1,499,487.71元，加上以前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110,606,190.45元，2020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金额为124,101,579.87元，资本公积金额

为1,271,749,650.19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

等权利。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1）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693,065,471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9,330,000股）后的683,735,4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1元（含税），共计拟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68,373,547.10元，占2020年度合并报表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8.96%； 

（2）公司拟向在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全体股东（不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3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由693,065,471股增

加至898,186,112股。（具体股数以实施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

认的股数为准）。 

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结余的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保持每股派现金额及每股转增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派现总金额及转增总股数，并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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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材科技 6012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   杰 张   钰 

办公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电话 0816-2289750 0816-2289750 

电子信箱 chenjie@emtco.cn zhangyu@emtco.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化工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新型绝缘材料为基础，重

点发展光学膜材料、电子材料、环保阻燃材料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发电设备、特高压输

变电、智能电网、新能源、轨道交通、消费电子、平板显示、电工电器、5G 通信、军工等

领域。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本报告期，为加快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调动经营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公司按照“集团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基地化运营”的管理模式，全面推进“基地化”组织机构

变革。集团总部设立三大中心（技术中心、管理中心、财务中心），着力于战略引领、资源

配置、技术研发、薪酬设计、绩效考核、风险管控、资本运作的统筹管理；全面实施“基地

化”自主运营模式，以五大基地公司（绵阳小枧、绵阳塘汛、江苏海安、山东东营、河南郑

州）为运营主体，授予各基地公司销售、技术、制造、采购、人事、财务等方面的自主经营

权，以净利润为导向，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经营策略。 

1、采购模式 

公司一贯秉承 QCDS 指标原则，积极拓展物料采购渠道，完善供应商管理制度。公司

的大宗物料采购策略由集团战略管理部统筹规划，生产设备由集团工程部向国内外供应商进

行统一招标订购，生产性原材料、辅料备件、办公劳保用品等由各基地的供应链管理部自主

采购。在日常采购管理中，公司按照供应商开发、供应商管理、采购业务三权分离的模式，



搭建起了高效、便捷的供应链信息化管理系统，根据年度销售计划/安全库存量制定采购预

算表，根据 OA 物料需求/采购在途量，及时调整临时采购计划。 

2、生产模式 

从产业链的位置来看，东材科技位于大型石化企业与终端产品制造商的中间环节，产品

均为具有特定用途的关键原材料。因此，公司主要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大宗物料、

生产性原材料由战略管理部、供应链管理部向国内外大型石化企业统一采购，制造部门根据

设备性能参数和客户预订单情况，自行制定排产计划，调配资源组织生产，完成检验并办理

入库。 

3、销售模式 

（1）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公司以直销为主导，占公司整体销售额的 80%以上。直销

模式是通过公司营销人员销售至终端客户群，可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不

断提高市场开拓能力；经销模式则是将产品销售给各级分销商，通过分销商开发和服务中小

型客户，进而不断扩大营销服务网络。 

（2）以内销为主、外销为辅：公司以内销为主导，占公司整体销售额的 90%以上。内销

由各基地营销人员销售至国内品牌厂家，外销由集团国际营销部直接与海外客户进行洽谈和

交易。 

（3）强化大客户营销策略：公司根据客户对经营业绩的贡献能力，并结合其经营规模和

发展潜力，对客户群进行信用分级管理，强化大客户营销策略。各基地公司均委派销售专员

负责大客户的销售业务，深入了解其发展需求，资源配置给予倾斜，尽可能为其提供更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有步骤地培育一批具有战略合作意义的核心客户，进而形成长期稳定的行业

竞争优势。 

（三）主要细分行业的基本情况及公司行业地位 

①绝缘材料行业 

绝缘材料是保证电气设备（特别是电力设备）能否可靠、持久、安全运行的关键性材料，

它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将直接影响电力工业、电器工业的发展水平和运行质量。随着经济

的发展，我国输电线路的最高电压等级将由 500kV 提高到 750kV 或 1000kV，而输电线路电

压等级每上升一个台阶，电力设备的绝缘系统也需要配套升级。没有高性能绝缘材料作为保

障，从发电、输变电到所有用电系统就有可能导致局部电网运行不稳定，严重时整个电网瘫

痪的局面。因此，在保障发电、输变电、用电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方面，绝缘材料的

先进性、稳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随着机电工业、新能源（太阳能、核能、风能）



行业、轨道交通行业的技术升级，对特种功能绝缘材料的需求日益突出，耐高压、耐高热、

耐冲击、耐腐蚀、耐辐照、阻燃环保的绝缘材料已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与绝缘材料应用相关的主要下游行业为光伏行业、特高压行业。 

A、光伏行业 

公司应用于光伏行业的主要产品为太阳能背板基膜，其市场需求量与光伏发电的新增装

机容量紧密相关。我国国土光照充沛、光能资源分布均匀，光伏发电与水电、风电等可再生

能源相比，具有无排放和噪声、应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等显著优势，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

战略型新兴产业。在国家产业扶持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光伏行业的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工艺技术全球领先，光伏发电装机量和光伏发电量多年来稳居全球首位第一。 

2020 年初，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影响，国内多数光伏制造企业出现了复工延迟、

物流管控、隔离防疫等问题，整体产能利用率有所下滑。但随着国内制造业复工复产的稳步

推进，电价优惠补贴政策的推广落实，我国光伏制造业凭借着坚强的韧性，快速实现了恢复

性增长，产业规模和装机应用上均保持快速增长趋势。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48.20GW，同比增长 60.1%，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 32.7GW，分布

式光伏 15.5GW，连续 8 年位居全球首位；累计光伏装机容量达 253GW，同比增长 24.1%，

连续 6 年位居全球首位。得益于中国光伏市场的恢复性增长，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光伏装

机量的增加，全球光伏市场在 2020 年度的整体表现好于预期，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30GW，

同比增长 13%。为快速抢占海外新兴市场，国内光伏企业主动跟进海外电站项目的配套化

建设，产能规模与成本优势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凸显，出口规模稳步提升。据中国光伏协会的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 124.6GW，同比增长 26.4%，其中超过 60%光伏

组件用于出口。 

公司是国内首批涉足太阳能背板基膜制造的厂商之一，自主研发能力强，制造技术成熟、

产品技术领先、品种种类齐全、业界口碑良好。鉴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补贴依赖”进入“平

价上网”的关键转型期，对高性能光伏组件的配套需求旺盛，公司将坚持走差异化产品路线，

聚焦新一代高效双面发电组件的配套需求，积极跟进下游客户的配套及认证工作；加大对无

氟强化 PET 薄膜、透明耐紫外基膜等特色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该领域

的技术和市场领先地位。 

B、特高压行业 

公司应用于特高压行业的主要产品为功能聚丙烯薄膜、大尺寸绝缘结构件及制品，其市

场需求量与特高压工程的开工数量紧密相关。我国能源分布的地理位置距离负荷重心较远，



东西部资源分布不均，特高压电网作为能源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有效解决了我国跨区域远

距离输电的难题，为大规模开发西部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创造条件。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十四交十六直”30项特高压工程，核准、在建“二交三直”5项特高压工

程，在运在建特高压线路总长度达 4.8 万公里，已成为我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

济、风光互补”的能源运输“主动脉”，解决了能源供应的深层次矛盾，有效推动了清洁低碳

转型。 

近几年，随着我国中东部地区用电量增速加快，华东地区的尖峰负荷电力缺口正不断扩

大，为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配置、保障尖峰时段的电力供应，国家电网于 2020 年 3 月对外

发布了《2020 年特高压和跨省 500 千伏及以上交直流项目前期工作计划》，明确加速特高压

工程年内核准以及前期预可研工作，包括 5 条特高压交流工程（南阳-荆门-长沙工程、南昌

-长沙工程、武汉-荆门工程、驻马店-武汉工程、武汉-南昌工程）、5 条特高压直流工程（白

鹤滩-江苏工程、白鹤滩浙江工程、金上水电外送工程、陇东-山东工程、哈密-重庆工程）。

按《工作计划》的进度安排，国内新一轮特高压建设项目的建设交付期和设备制造商交付期

均集中在 2020 年-2021 年。与此同时，为缓解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建设带来的冲击，国家

电网对外发布了《应对疫情影响全力恢复建设助推企业复工复产的举措》，全面复工青海-

河南、雅中-江西等多条重点特高压建设项目，进一步加大特高压投资项目的开工力度，稳

步助推制造业的复工复产。回顾 2020 年度，国家电网特高压建设项目的明确投资规模达

1,128 亿元，特高压建设的大规模重启，有效带动了上游特高压装备制造、智能化技术支撑、

建设安装、投运维护等诸多领域的需求复苏。 

公司的功能聚丙烯薄膜产品技术领先、综合性能优异、售后服务快捷，与全球的主流特

高压用电容器厂家建立了稳定的供货关系，占据了国内高压电容器用聚丙烯薄膜领域较高的

市场份额。公司的大尺寸绝缘结构件及制品，产能规模大、自主研发能力强，主要应用于国

内柔性直流/交流输电、轨道交通等领域。未来，公司将深度挖掘新型特高压设备的配套需

求，充分发挥自主研发和综合配套优势，提升品牌的综合竞争力；并高度关注跨国输电、能

源设施联通项目的配套工程，加快海外市场的产业化布局，进一步扩大优势领域的市场份额。 

②光学膜材料行业 

公司应用于光学膜材料行业的主要产品为光学级聚酯基膜，是光电产业链前端最为重要

的战略性材料之一，其市场需求量与终端电子产品（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出货量密切相关。

光学级聚酯基膜需满足高透光率、低粗糙度、高平整度、高表观质量等特殊性能，对光学性

能稳定性、关键装备精密度的要求极高，且下游客户群对供应商认证体系标准高、周期长，



是聚酯薄膜行业中技术壁垒最高的细分领域。 

2020 年度，为应对全球新冠疫情严峻的防控局势，各国学校纷纷开放网上虚拟教学模

式，远程办公、在线网课、宅家娱乐等大众消费需求加速常态化，迅速拉动了平板电脑市场

的强劲需求。据市调机构 IDC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度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达 1.64 亿台，

同比增长 13.56%；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出货量达 2,339 万台，同比增长

4.37%，并实现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双增长”。在智能手机领域，随着智能机型全面普及、

质量日趋稳定、外观性能趋同化，消费者的换机意愿十分低迷，国内乃至全球的智能手机市

场出货量持续下滑。据市调机构 IDC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

12.92 亿台，同比下跌 5.9%；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 3.26 亿台，同比下跌 11.2%。 

近几年，随着海外面板产能纷纷向大陆转移，国内厂商密集投放产能，我国 LCD/OLED

显示面板行业的产能规模迅速扩张，自主核心技术快速提升，全球产业话语权也不断增强，

但作为显示面板的核心原材料，光学级聚酯基膜的中高端领域仍为全球垄断性生产，长期依

赖于日本（东丽、三菱、东洋纺）、韩国（SKC、科隆）等海外品牌进口，进而导致原材料

成本上升，缩小产品的盈利空间。2020 年度，在全球金融局势多变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

叠加效应下，为打破海外基础原材料的技术垄断，维护国内光电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我国面

板企业正积极寻找国内上游的配套供应商，以实现关键性原材料的本土化采购，为高端光学

级聚酯基膜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目前，公司主导产品 OCA 离型基膜、ITO 高温保护基膜、MLCC 离型基膜、偏光片离

型保护基膜的制造技术成熟、性能指标稳定，主要用于智能手机玻璃防护、偏光片及触控模

组配套、高端 MLCC 制程配套等领域。2020 年度，公司以 5.56 亿元收购胜通光科 100%股

权，大幅缩短扩能周期，加快整合市场优势资源，与之形成品牌、技术互补优势，占据国内

市场的主导地位。江苏东材的“年产 2 万吨 OLED 显示技术用光学级聚酯基膜项目”即将试

车投产，年内产能可增至 10 万吨。目前，公司聚焦 OLED 柔性显示领域的配套需求，正在

投资建设“年产 1 亿平方米功能膜材料产业化项目”，研发制造减粘膜、OLED 制程保护膜、

柔性面板功能胶带等功能膜材料，旨在依托现有的技术储备和工艺积累，向 OLED 柔性显

示领域进行产业链延伸，提升市场竞争力，积极推动显示产业的转型升级。 

③电子材料行业 

公司应用于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领域的主要产品为电子级树脂材料，是制作高性能覆

铜板的三大主材之一，也是制造印制电路板（PCB）的上游核心材料。印制电路板是集成电

路的重要载体，承载着连接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数字及模拟信号传输等核心功能，被誉为



“电子产品之母”。公司生产的电子级树脂材料具有高玻璃化转变温度、低介电常数、低介质

损耗、低膨胀系数等特性，能够满足高性能覆铜板对信号传输高频化、信息处理高速化的性

能需求，可广泛应用于 5G 通讯、消费电子、车载电子等领域。 

2020 年初，我国工信部正式发布了《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快 5G

网络建设部署、丰富 5G 技术应用场景、持续加大 5G 技术研发力度、着力构建 5G 安全保

障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多项措施，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时代。国内三大运营商（移

动、电信、联通）率先推进 5G 网络建设部署，规划建设 5G 基站 50 万台，全面覆盖全国所

有地级市（含）以上城市，总投资规模达 1,803 亿元，可涵盖到无线通信基站、终端储存设

备、车载毫米波雷达等诸多高端通讯领域。 

近几年，随着海外覆铜板及下游 PCB 产能纷纷向大陆转移，国内厂商密集投放产能，

我国基础覆铜板领域的产能规模迅速扩大，占全球产能 70%以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覆铜

板生产基地。但是，目前国内的产能结构分化十分严重，常规覆铜板产能严重过剩，同质化

竞争严重，盈利能力欠佳；而高性能覆铜板、封装基板的技术壁垒较高，基本被欧美、日本

企业所垄断供应，贸易逆差持续加大。2020 年度，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

叠加效应下，为确保关键性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保障我国 5G 网络建设的实施进程，国内有

实力的覆铜板企业正积极寻找国内上游的配套供应商，联合开发高频高速、高耐热性、高导

热性、高可靠性等高性能覆铜板的多元化解决方案，力争实现上游核心原材料的本土化供应，

为电子材料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为抓住我国覆铜板行业的转型机遇，公司提前布局 5G 通讯、新能源、轨道交通等领域

的项目培育，自主研发出了碳氢树脂、马来酰亚胺树脂、活性酯、苯并噁嗪树脂、特种环氧

和酚醛树脂等电子级树脂材料，与多家全球知名的覆铜板厂商达成合作关系，产品性能稳定，

客户口碑良好。目前，公司聚焦新一代存储器、5G 基站及终端设备的性能需求，正在投资

建设“年产 5200 吨高频高速印刷电路板用特种树脂材料产业化项目”、“年产 6 万吨特种环氧

树脂及中间体项目”，研发制造电子级双马来酰亚胺树脂、低介电活性酯固化剂树脂、低介

电热固性聚苯醚树脂、改性环氧树脂、中间体酚醛树脂等先进电子材料，旨在为高性能覆铜

板领域乃至下游消费电子、5G 通讯建设，提供关键原材料的本土化保障。 

④环保阻燃材料行业 

公司应用于环保阻燃材料行业的主要产品为环保阻燃共聚型聚酯树脂，是环保阻燃聚酯

纤维及纺织品的上游基础原材料，具有耐水洗、加工性能优良、阻燃性能稳定、无卤环保等

特殊性能，可广泛应用于地毯窗帘、汽车及轨道交通内装饰、消防军备、安全防护等功能性



纺织领域。 

作为全球产量最高、用途最广的合成材料，聚酯纤维具有抗皱性、高强度、弹性恢复能

力强等性能优势，但其极限氧指数只有 20%-22%，在燃烧过程中伴随着熔体滴落现象和浓

重的烟雾，常常是火灾中引燃、蔓延和致人烫伤的直接祸因。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聚酯纤维生产国，年产量超过 4000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近 80%，但是功能性纺织领域的起

步较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加之国内环保安全法规尚不完善，基础型聚酯纤维仍占据市场

的主导地位。近几年，随着人类环保、安全、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欧美国家在功能性纺织领

域的安全法规日益完善，海外市场对环保阻燃、抗菌阻燃聚酯纤维及纺织品的市场需求日益

增长。为攻坚中高端的阻燃纺织领域，公司自主研发出阳离子可染阻燃聚酯、抗菌阻燃聚酯、

耐热阻燃聚酯、阻燃抗熔滴聚酯等系列产品，可满足欧盟 RoHS 指令/REACH 法规的环保要

求，终端产品出口比重较大。 

2020 年度，受新冠疫情防控的需求刺激，我国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出口大幅提

升，推动纺织品服装行业的整体出口增长 10%，但终端服装行业、功能性纺织领域的市场

需求十分疲软。未来，随着国内纺织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将不断拓宽聚酯纤维的应用领域，

特别是医疗卫生、大众消费领域对抗菌阻燃聚酯纤维的市场需求尤为突出，公司将加快布局

抗菌阻燃、个体防护、热转移印花等差异化纺织领域，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

积极推动功能性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四）公司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 

1、绝缘材料行业 

公司与绝缘材料应用相关的主要下游行业为光伏行业、特高压行业。 

①光伏行业 

随着全球能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采取措施来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疫情后的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共同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能源体系

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光伏发电因其清洁、安全、高效等优势，已逐渐获得全球市场

的高度认可。随着光伏发电“平价上网”时代的全面到来，在各国政府对新能源产业持续的

政策引导和推动下，全球光伏市场的增速或将持续加快。据国际能源署（IEA）官方预测，

到 2030 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 1,721GW，到 2050 年将进一步增长至 4,670GW，

光伏发电占全球发电总量的比重也将从 1.5%增至 25%。 

“十四五”期间，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我国光伏市场或将迎来市场化建

设高峰，预计国内年均光伏装机新增规模在 70-90GW，有望进一步加速我国从“以化石能



源为主”向“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转型，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光伏制

造业将进一步深化产业技术革新、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全面导入拼质量、拼技术、拼效益的

精细化管理模式，不断扩大品牌竞争优势，提升海外光伏市场的份额。未来，全球光伏产业

与新兴领域（5G 通讯、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的跨界融合趋势将尤为凸显，为中国光

伏制造业实现产业链精细化分工、差异化战略提供良好的发展契机。 

②特高压行业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在特高压领域的不断自主技术创新和应用发展，已逐渐改变了我国

电力工业长期跟随西方技术发展的被动局面，诞生了“中国标准”，实现了“中国引领”。特

高压输电技术已成为继高铁、核电之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三张高科技名片，有力推动

了世界能源体系转型和世界工业格局的发展。 

2021 年 3 月，国家电网对外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将“加快构建坚强智

能电网”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在送端，完善西北、东北主网架结构，加快构建川渝特高压交

流主网架，支撑跨区直流安全高效运行；在受端，扩展和完善华北、华东特高压交流主网架，

加快建设华中特高压骨干网架，构建水、火、风、光资源优化配置平台，提高清洁能源接纳

能力。在疫情后基建拉动的背景下，国家电网将进一步加大跨区输送清洁能源力度，在“十

四五期间”规划建成七回特高压直流，新增输电能力 5,600 万千瓦，加上南网区所建特高压

输电能力，预计在“十四五末期”国内的特高压输电能力有望突破 1 亿千瓦。与此同时，我

国特高压行业将通过坚实网架基础、输电设备智能化、输配电一体化、并以控制和信息通讯

平台为支撑，全面实现特高压电网的智能化应用。 

在国际市场上，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已与周边国家建成 10 余

条互联互通输电线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与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电网

互联互通，计划到 2030 年建成 9 项以特高压技术为核心的跨国输电工程。未来，随着国际

能源合作的不断深入，以特高压为骨干网架建设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基

地开发、各洲各国电网互联，促进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发展，为破解资源

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做出突出的贡献。 

2、光学膜材料行业 

近几年，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 LCD/OLED 显示面板行业快速发展，LCD

显示面板年产量稳居全球第一，OLED 显示面板年产量跃居全球第二，自主核心技术快速提

升，产业话语权也不断增强。同时，作为显示面板的核心原材料，国内品牌的成本和区域配

套优势已逐步凸显，窗膜、背光模组用光学基膜已率先实现国产化替代，偏光片和触控模组



配套用、高端 MLCC 离型膜基膜已实现技术突破，国产化替代的进程明显加快。 

未来，5G 通讯技术将全面构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从线上到线下、

从消费到生产、从平台到生态，全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作为 5G 通信服

务的硬件载体，包括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电子产品，都将直接获益于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推广，带来新一轮的技术提升和产品迭代，进而为显示面板行业及其上

游供应链带来巨大的需求空间，预计到 2022 年，全球显示面板的出货量将达到 34.68 亿片，

整体规模将超 1,300 亿美元，为提升我国显示面板产业的综合竞争力，避免上游核心原材料

出现“卡脖子”风险，光学膜材料的本土化采购势在必行。 

3、电子材料行业 

中国 5G 商用时代的来临，必将推动 5G 基建、通信设施及终端电子产品的换代重建。

根据中国信通院研究数据预测：我国 2020 年度 5G 商用网路建设可带动约 4,840 亿的直接产

出，2025 年、2030 年将分别增长到 3.3 万亿元、6.3 万亿元，十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29%。从产业规模上看，5G 基站数将达到 4G 基站数的 1.5 倍左右，数量增加的同时，基站

天线将延续大规模阵列化和一体化有源天线的趋势，单一基站的 PCB 板面积随之大幅提升，

预计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 PCB 板整体市场规模将超过 1,165 亿元，是 4G 时代的 5.5 倍。在

车载电子行业，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主要由电池、电控、电机组成，整车 PCB 板面积接近

燃油车的四倍。传统汽车产业在车载显示多屏化、交互化的消费驱动下，特别是高级驾驶辅

助系统与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运用，电子设备渗透率也在不断提升，将持续拉动高频高速覆

铜板的市场需求。 

未来，随着无线通信基站、终端储存设备、车载毫米波雷达等电子设备的换代重建，将

全面涵盖到工业互联网、云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对电子级树脂材料的市场需求。作为

全球覆铜板制造及应用的第一大国，为避免受到国外原材料厂商的价格牵制，稳步推进 5G

通讯网络建设，国内覆铜板企业将加大中高端领域的产能投放，攻关核心关键技术，解决关

键原材料的国产化供应，以满足未来的千倍数据流量增长和千亿设备的联网需求。 

4、环保阻燃材料行业 

近年来，我国环保监察力度趋严、法规日趋严谨，国内众多纺织企业被迫关停或者停产

整顿，污染较严重的有卤型、添加型阻燃聚酯纤维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削弱，而共聚型阻燃

纤维具有耐水洗、永久阻燃、着色性好、透气性优越等显著优势，正逐渐得到业界的认可，

成为加快纺织行业绿色转型升级所亟需的基础原材料。 

未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环保安全法规的日益严谨，在内装饰、工业布纺



织、军用装备等领域都开始推广使用阻燃织物和阻燃防护服饰。由于上述应用领域都是在日

晒雨淋的条件下用于日常防护和作战训练，对阻燃织物的阻燃稳定性、防紫外线、耐腐蚀性、

抗菌防污等要求较高，相较于后整理型阻燃纤维有阻燃剂析出、芳纶织物耐光性能差，再生

纤维不耐海水等问题，将抗菌、阻燃抗熔滴集于一体的共聚型聚酯织物更有竞争优势，未来

市场前景可期。 

据研究机构预测：全球阻燃纺织品的市场总额将从 2017 年 43.79 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57.87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5.73%。未来，全球阻燃聚酯厂家将不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

探索终端细分领域，致力于研发环保型、差异化、多功能的共聚型阻燃聚酯，提供产品定制

化服务，以满足功能性纺织行业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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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030,169.94 3,228,954,756.19 29.98 3,177,995,561.45 

营业收入 1,881,078,267.80 1,735,366,951.57 8.40 1,644,547,44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5,494,792.60 72,871,524.03 140.83 32,154,27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416,473.02 54,206,158.88 168.27 9,607,80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17,527,775.10 2,324,151,415.99 8.32 2,350,782,93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9,691,034.58 239,304,024.64 -33.27 223,738,02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2 141.67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2 141.67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1 3.14 增加3.97

个百分点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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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513,349.40 482,420,382.49 488,502,023.04 517,642,51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13,063.93 48,079,655.42 53,730,785.26 49,471,28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923,299.53 42,968,814.63 43,438,731.35 40,085,62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55,910.63 83,625,731.52 45,866,226.21 87,754,987.4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在 2020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致同所对公司新收入准则的

执行情况进行梳理，认为公司第三季度的业务应按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据此，公司对涉及

影响的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进行等额调减，本次调整不会影响公司总

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关键财务指标，亦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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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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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143,759,600 22.94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熊玲瑶  20,942,160 3.34  无  境内自然人 

余峰 8,691,865 15,747,159 2.51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5,625,900 2.49  无  国有法人 

唐安斌 600,000 15,191,600 2.42 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熊海涛  14,196,772 2.27  无  境内自然人 

于少波 -6,664,700 12,168,500 1.94  无  境内自然人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帐户 

-13,170,000 9,330,000 1.49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233,911 7,127,207 1.14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诚精萃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00,000 5,200,000 0.83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六大股东熊海涛女士为第一大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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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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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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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
有限公司

熊海涛

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冼燃

22.94%

48.7094%

99.95%

100%

1.9151%

0.2498%

49.1257%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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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化战略管理，机构变革初见成效 

本报告期，公司按照“集团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基地化运营”的管理模式，全面启动“基

地化”组织机构变革；并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建立起企业与经营管理层、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的利益共享机制，助力企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公司战略管理部着力战略实施

的过程管理，定期组织战略分析和滚动评估，引领各基地的产业化布局；各基地公司坚持以

净利润为导向，加强精益化管理的理念宣导，精准研判市场行情，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各项

关键经营指标快速提升。 

2、推进项目建设，夯实战略发展基础 

本报告期，公司全面推进产业化项目建设，“年产 15000 吨特种聚酯薄膜项目”、“年产 1

万吨 PVB 树脂产业化项目”实现试车投产；积极抢抓“年产 2 万吨 OLED 显示技术用光学级

聚酯基膜项目”、“年产 1 亿平方米功能膜材料产业化项目”、“年产 5200 吨高频高速印制电

路板用特种树脂材料产业化项目”、“年产 6 万吨特种环氧树脂及中间体项目”等重大项目的

建设进度，进一步加强现有生产线的系统维护和升级改造，产能规模和生产交付能力均得到

明显提升。 

3、强化技术创新，降本增效苦练内功 

本报告期，集团技术中心加大技术研发和高端人才的投入，构建新兴领域、前瞻性材料

的预研机制，为公司实现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提供项目储备和技术支撑。供应链管理部按照

供应商开发、供应商管理、采购业务三权分离的模式，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应链信息化管

理系统；财务中心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完成了预算模块和费控模块的信息化搭建；制造部

门持续优化技术工艺和产品结构，加强存货管理和呆滞物料削减工作，严控各项期间费用支

出，人均产值和人均利润均大幅提升。 

4、实施并购战略，助推企业跨越式发展 

本报告期，公司全面推进并购重组、合资等外延式发展路径。公司以 5.56 亿元收购胜

通光科，与之形成技术品牌的优势互补，快速占据国内光学级聚酯基膜市场的主导地位；通



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控股山东艾蒙特，与山东润达建立技术合作体以实现资源共享，加速布局

先进电子材料产业；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江油天诚实业公司 100%

权益，并更名为四川艾蒙特航空器材有限公司，着手筹备军工资质认证，积极打造军民融合

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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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  

本集团经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决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

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财

务报表不存在重大影响，仅涉

及将与销售商品相关的预收

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及其

他流动负债，不影响利润表项

目。详见释 1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

〔2019〕21 号）：解释第 13 号修

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

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

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

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

的方法。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

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

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

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

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无影响 

其他说明 

释 1： 



本集团仅对在 2020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 2020 年年初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将与销售商

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

类至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14,544,823.53 

合同负债 
12,871,525.25 

其他流动负债 
1,673,298.28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负债 16,300,453.64 

预收款项 -18,419,512.62 

其他流动负债 2,119,0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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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增加 3 家二级子公司、一家三级子公司，减少 1 家二级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