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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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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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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94,685,81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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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新材 股票代码 0025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延磊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22 号  

传真 0533-7788998  

电话 0533-7785585  

电子信箱 yaoyanlei@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公司目前是我国装饰原纸行业少数掌握高档装饰原纸生产技术的龙头企业，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装饰原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有装饰原纸、乳胶纸、卫材等多个大系列600

多个花色品种，是装饰原纸、表层耐磨纸、壁纸原纸等近10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人，被国家

科学技术部认定为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骨干企业，拥有200多项国家专利。 

公司拥有22条特种纸生产线，年生产能力45.6万吨，产品出口到30多个国家、地区。公司和德国克诺

斯邦、IP公司、Coveright，美国富美家、威盛亚，中国圣象地板、全友家私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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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荣获中轻联全国卓越绩效先进企业、全国工商联中华蔡伦奖杰出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综合竞争力

50强，山东省轻工行业功勋企业，山东省造纸十强企业，山东省优秀企业，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业、全国

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中国建材百强企业等省级以上荣誉50余项，2019年被工信部评为国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中央电视台多次把齐峰以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的先进典型在全国进行报道。2021年

公司被评为中国建材百强企业，山东省“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山东省造纸十强企业，淄博市工业百强

企业，鲁企300强，公司营销团队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号”，2021年度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 

近年来，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把创新驱动摆在公司发展的核心位置，不断集聚新动能、持续释

放新动力，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公司提质增效，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抓好新产品开发，巩固优势领域，开

拓新兴领域。不断丰富特种纸产品种类，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行业情况  

1、装饰原纸 

主要用于人造板材饰面，以装饰原纸为基纸，经印刷、三聚氰胺树脂浸胶等后续加工后，生产出浸渍

装饰纸，并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压贴在人造板的表面和底层，不易变形与脱落。新工艺下装饰原纸在耐晒

性、耐磨性、美观度方面也得到大幅提升，基于上述性能优势，装饰原纸逐渐成为人造板主流的贴面材料

之一。  

我国装饰原纸行业的发展整体晚于欧美国家。2000年之前，我国国内装饰原纸整体规模较小，主要由

欧美国家进口，国内装饰原纸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竞争力较低。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建

筑业的蓬勃发展，家具、地板与木门制造业开始崛起，对人造板基材及其贴面材料的需求不断提升，从而

打开了装饰原纸的市场空间。通过引进国外装饰原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内的装饰原纸企业生

产规模逐渐扩大，产品品质日益优化。装饰原纸行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进口替代效应，进口产品逐渐退出

国内市场，国产化率逐步提升。  

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装饰原纸行业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我国装饰原纸的销

量为111.3万吨，同比增长约2.6%。  

2、乳胶纸 

广泛应用于金属、木材、皮革、玻璃、塑料、陶瓷等制品的磨削与抛光，涉及航天、航空、汽车、船

舶、机床、化工、建筑、冶金、能源、家电、电子、家具等行业。 

包括干砂乳胶纸、水砂乳胶纸、免预涂牛皮纸和防油纸等系列。其中乳胶纸系列相比免预涂牛皮纸、

防油纸系列，由于浆内添加了化纤和胶乳，使得纸基物理强度更好，有更好的撕裂度和耐破度，具有耐水、

防油效果好，开卷幅面平整挺括性好，涂胶植砂面平整性好，涂胶润湿流平好，乳胶纸产品生产高温长时

间过程中纸基稳定性优良、收缩率低，高温下不翘曲， 颜色变化差异小，产品批次间稳定性好等众多优

点，应用范围广泛。 

全球乳胶纸市场容量约为9万吨，其中高端乳胶纸——乳胶纸市场容量约4万吨，中低档乳胶纸（包括

免预涂牛皮纸和防油纸）市场容量约5万吨，主要生产厂家为美国尼纳和法国明士克。目前公司是国内唯

一一家可以稳定批量提供高、中档乳胶纸的生产厂家，能够替代进口同类产品。 

公司目前有30多个成熟乳胶纸品种，涵盖干砂乳胶纸、水砂乳胶纸、免预涂牛皮纸和防油纸等系列，

填补了国内的多项技术领域空白，华沙乳胶纸进入市场后为客户降低了成本，缩短了订货周期，以其优良

的性能和超高的性价比，得到了国内客户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结束了国内乳胶纸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

面，公司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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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836,654.52 4,734,832,465.66 7.05% 4,364,780,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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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86,221,932.61 3,470,451,176.24 3.34% 3,494,167,272.6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701,956,500.47 2,810,909,123.00 31.70% 3,267,614,2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239,338.27 159,916,595.37 3.33% 136,996,00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844,065.20 130,087,295.20 -3.26% 115,315,86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268,930.36 468,871,055.79 -45.77% 282,665,337.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2 3.13%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2 3.13%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4.62% 0.08%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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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131,914.03 1,035,900,845.52 939,996,113.49 843,927,62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068,019.32 62,913,874.65 6,111,118.79 6,146,32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994,993.28 55,499,266.43 -12,898,233.71 -751,96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447,971.64 41,598,467.08 49,775,208.22 49,447,2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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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33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54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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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峰 境内自然人 16.31% 80,695,965 60,521,974   

李润生 境内自然人 5.69% 28,145,855 21,109,391   

李润泽 境内自然人 3.14% 15,530,995 0   

李安东 境内自然人 1.91% 9,472,899 7,104,674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1.06% 5,240,500 0   

葛品利 境内自然人 1.04% 5,126,000 0   

陈军 境内自然人 0.86% 4,230,000 0   

上海天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3,960,000 0   

王镭 境内自然人 0.66% 3,241,670 0   

张祥增 境内自然人 0.63% 3,132,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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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李学峰和李安东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李学峰和李润生、李润泽系祖孙关系，

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李安东和李润泽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李安东和李润生系叔

侄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叶冠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20,5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为 4,82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240,500 股。 

公司股东葛品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为 5,126,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126,000 股。 

公司股东陈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 4,23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23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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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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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学峰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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