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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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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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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20,6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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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盛新材 股票代码 3010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善国 杨紫光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 

传真 0533-2275366 0533-2275366 

电话 0533-2275366 0533-2275366 

电子信箱 bod@ksxc.cn bod@ksx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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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化工新材料是我国化学工业体系市场中需求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化工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是我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

强国的重要的工业基础之一。公司精细化工中间体所延伸出的芳纶聚合单体、高分子新材料等产品及其下游行业是受国家、

地方和行业协会大力鼓励的产业。受到“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的影响，国内化工行业差异化产能扩张速度加快，高耗能、

高污染企业受到巨大冲击，但与此同时，低能耗、环保达标的化工企业则迎来一定的发展机遇。在新材料领域，在“十四五”

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方针的基础上，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新材料及上下游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从

多方面给予行业发展大力支持，积极推动了行业的快速进步。 

就公司产品来看，随着氯化亚砜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在芳纶聚合单体、三氯蔗糖等食品添加剂行业、锂电池等

新能源行业及其它羧酸衍生物领域应用的不断拓展，氯化亚砜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同时，随着公司潍坊凯盛生产基地建

成投产以及聚醚酮酮等新产品批量化投入市场，将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业绩增长点。 

（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及新型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氯化亚砜、芳纶聚合单体（间/对苯二

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氯醚和聚醚酮酮等。   

公司建立了以氯、硫基础化工原料为起点，逐步延伸至精细化工中间体氯化亚砜、进一步延伸到高性能纤维芳纶的聚合

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再到高性能高分子材料聚醚酮酮（PEKK）及其相关功能性产品的特色鲜明的立体

产业链结构。目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氯化亚砜生产企业及国内领先的芳纶聚合单体生产企业。 

公司以终端客户为主、贸易商客户为辅的方式开拓业务，依照客户及市场需求对外采购原材料后，利用其自有工艺技术

及生产资源组织安排产品生产及销售。 

（2）主要产品及用途 

产品名称 主要用途 

氯化亚砜 
用于合成间/对苯二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氯醚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除此之外，氯化亚砜

还被广泛用于医药、农药、染料以及食品添加剂、锂电池等领域。 

芳纶聚合单体 

（间/对苯二甲酰氯） 

用于合成高性能纤维芳纶1313及芳纶1414的核心原料之一，终端应用于国防军工、安全防护、工业环

保、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同时间/对苯二甲酰氯也是生产新型高分子材料聚醚酮

酮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对硝基苯甲酰氯 是合成叶酸、盐酸普鲁卡因等产品的重要中间体。 

氯醚 是用于生产低毒、高效的早期广谱稻田选择性芽期除草剂丙草胺的主要原料之一。 

聚醚酮酮（PEKK） 

属于特种工程塑料，具有出色的耐高温性能、机械性能、抗辐射性能、耐腐蚀性能和耐摩擦性能等综

合性能，主要应用于3D打印材料、防腐喷涂、航空航天、汽车制造、油气工业、电子电器制造、人体

植入医疗等领域。 

（3）、主要产品工艺流程及上下游产业链 

1）氯化亚砜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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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对苯二甲酰氯、对硝基苯甲酰氯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3）氯醚产品工艺流程简图 

 

4）聚醚酮酮产品工艺流程图 

A.聚醚酮酮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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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聚醚酮酮物理改性工艺 

 

 

（6）主要产品上下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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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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422,613,681.07 903,824,701.09 57.40% 818,115,75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75,044,067.68 797,702,313.28 59.84% 729,552,300.1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79,591,549.14 624,026,860.13 40.95% 658,876,68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379,071.90 160,480,613.99 20.50% 137,310,08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772,058.36 157,818,314.46 13.91% 129,853,60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631,424.00 139,935,143.91 -36.66% 176,831,29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48 0.4450 15.69% 1.35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48 0.4450 15.69% 1.3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4% 22.04% -2.00% 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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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35,886.00 203,107,342.84 202,105,971.97 278,042,34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32,054.43 43,433,707.18 46,701,616.67 51,711,69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533,795.01 43,160,297.94 40,422,697.94 44,655,26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17,167.60 16,582,749.93 15,852,909.94 38,378,5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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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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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91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2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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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1% 187,216,000 187,216,000   

淄博凯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9% 28,571,200 28,571,200   

鸿信国泰（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淄

博鸿泰创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33% 22,400,000 22,400,000   

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3.80% 16,000,000 16,000,000   

王永 境内自然人 3.73% 15,680,000 15,680,00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13,712,000 13,712,00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 12,800,000 12,800,000   

天津海河博弘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6,400,000 6,400,000   

淄博凯斯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5,728,000 5,728,000   

淄博凯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5,568,000 5,56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1、王加荣与王永系父子关系。 

    2、王加荣持有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7,180,308 股股份；

持有淄博凯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60.48%的份额；持有淄

博凯斯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8.41%的份额； 

    3、王永持有淄博凯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84%的份

额；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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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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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1% 

 

 

 

 

 

 

注：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邦科技”）股东张一卓、张淇媛、张皓博为股东张松山的子女，张一卓已将

其持有的汇邦科技的股权委托张松山先生管理，张淇媛、张皓博的共同监护人赵丹琳女士（张松山先生之配偶）已同意将张

淇媛、张皓博所持有的汇邦科技的股权委托张松山先生管理。张松山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受托管理汇邦科技的股权合计

53.00%，为汇邦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5.91% 

18.71% 

10.96% 

16.47% 11.70% 13.87% 

张松山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张一卓 张淇媛 张皓博 

张松山合计控制汇邦科技 53.00%的股权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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