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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5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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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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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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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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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春股份 股票代码 3008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仰宗勇 单璐 

办公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南京北路 218 号 安徽省滁州市南京北路 218 号 

传真 0550-2201972 0550-2201971 

电话 0550-2201972 0550-2201971 

电子信箱 yangzongyong@ahjinchun.com shanlu@ahjinch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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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水刺非织造布、热风非织造布、超细纤维非织造布、熔喷无纺布等无纺布生产和销售业务的公司。

公司生产的水刺非织造布材料主要应用于卫生材料类（含民用清洁类、医疗卫生类）、装饰装潢类、工业用材类三大领域；

热风非织造布主要应用于民用清洁类领域；长丝超细纤维非织造布主要应用于民用清洁类、装饰装潢类、工业用材类三大领

域；熔喷非织造布主要用于卫生材料、工业用材料等领域。 

（2）、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产品主要分为水刺非织造布、热风非织造布、超细纤维非织造布、熔喷无纺布四大类，主要产品用途如下表： 

产品 种类 下游主要产品及用途 

水刺非织造布 卫生材料类 民用清洁类 民用卫生擦拭布、湿巾、面膜、婴儿用品等 

医疗卫生类 一次性医用床单、医用敷料、消毒湿巾、酒精片等 

装饰装潢类 制作合成革、地板革、汽车内饰、衬布、墙布等 

工业用材类 建筑工程材料、净化滤布、工业擦拭布等 

热风非织造布 民用清洁类 卫生巾、护垫、尿裤和尿片面层材料、导流层材料、底膜层材料等 

长丝超细纤维非织

造布 

民用清洁类 面膜、民用卫生擦拭布等 

装饰装潢类 汽车内饰 

工业用材类 工业用擦拭布、过滤 

熔喷无纺布 卫生材料 手术衣、防护服、消毒包布、口罩等 

其他 过滤材料、保温幕帘、太空棉、保温隔音材料等 

（3）所属行业及确定所属行业的依据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非织造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稿）》，公司所处行业为纺织业（C17）；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纺织业（C17）下的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业（C178）中的非织造布制造业（C1781）。 

（4）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和公司业务运行情况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大宗商品价格和海运费用的上涨改变行业成

本结构，防疫物资需求的下降和疫情期间大量产能的集中投入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整个行业受高基数效应影响呈现深度调整

的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大幅下降。 

我国非织造布行业在经历了2020年的高速发展后迎来了调整期，产能的释放，销售和投资过快增长给行业带来了压力。

2021年度非织造布行业的生产、销售和出口大幅度下降。 

生产方面，2021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纤维加工总量达到1938.5万吨，同比增长1.2%；作为产业用纺织品的主要原材

料，我国非织造布的产量为820.5万吨，同比下降6.6%。 

经济效益方面，2021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非全口径）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3.3%，两年平均增长13.9%；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8.7%，两年平均增长19.2%；营业利润率为5.5%，同比下降6.1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非织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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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22.2%和69.8% 

投资方面：2020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推动非织造布行业产能大幅扩张，进入2021年后，行业的投资热度有所

降低，部分企业取消了2020年确定的产能投资计划。根据协会统计，2021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下

降63%。企业在环境友好产品、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领域的投资非常活跃。2021年企业在高速纺熔复合生产线、熔喷木浆复

合非织造布生产线、木浆水刺非织造布生产线等方面的投资较为活跃。 

国际贸易方面：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出口额（海关8位HS编码统计数据）达到538.7亿美

元，同比下降44.9%，两年平均增长40.4%。其中，非织造布及相关制品的出口呈现不同走势，2021年我国出口非织造布卷

材138.9万吨，价值45.4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1.3%和10.0%，出口数量与2020年历史高点基本持平，表明全球对中国非织造

布的需求依然比较旺盛；一次性卫生用品出口25.2亿美元，同比增长11.3%；非织造布制防护服（含医用防护服）出口21.8

亿美元，同比下降80.3%；出口药棉、纱布、绷带价值9.8亿美元，同比下降2.1%。 

2021年随着防疫物资的进口需求大幅下滑，海外产业用纺织品产能逐步恢复，行业进口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根据中国海

关数据，2021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进口额（海关8位HS编码统计数据）为72.2亿美元，同比下降11.4%。 

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目前国内防疫物资储备充足，因此对于口罩和防护服

的进口需求大幅下降，未列名纺织制成品（主要为口罩）和非织造布制防护服（含医用防护服）的进口额分别同比下降79.6%

和93.0%。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报告期内，公司非织造业务经营情况与整体行业变化情况相符。2021年度由于广泛应用于防疫物资生产的非织造布产品

市场需求下降，以及2020年非织造布行业新上产能的集中释放，非织造布产量大幅增长，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供需关系失衡，

公司产品销量和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公司产品主要原料大部分属于石油化工行业的下游产品且占营业成本比例较高。报告期

内，由于上游原料供求关系及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双重影响，公司产品主要原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急剧增加，利润下降。 

（5）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专注于无纺布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综合性强，产品多元化的新材料制造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设备

先进，产品品质优良，生产的新型热风、水刺、熔喷、超细长丝复合无纺布产品性能优越，用途广泛,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

还远销韩国、日本、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客户一致好评。“金春”品牌成长为业内著名品牌，先后获得“安

徽省著名商标”、“安徽名牌产品”称号；公司系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公司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中国非织造布行业十强企业”、“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500强”、“全国贯标先进单位”、“安徽省省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安

徽省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集体”、“市长质量奖单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

发展成为国内非织造布行业中规模化、专业化的非织造布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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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646,608.86 1,787,503,156.12 12.04% 652,271,72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5,067,348.94 1,620,516,785.28 0.28% 497,671,155.4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88,747,728.79 1,091,487,843.79 -18.57% 838,323,4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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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50,563.66 276,164,799.54 -67.94% 88,414,53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57,876.59 266,620,050.13 -91.99% 80,209,49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2,198.19 179,771,034.14 -100.66% 90,524,87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2.76 -73.19% 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2.76 -73.19% 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0% 30.08% -24.58%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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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624,086.33 210,290,982.41 204,564,584.72 233,268,07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921,321.89 58,239,889.73 -28,427,632.80 9,816,98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820,339.55 7,157,492.73 -15,356,438.74 -6,263,516.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67,605.95 48,298,331.76 -27,894,951.71 35,072,0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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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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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瑞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43% 58,112,835 58,112,835   

安徽高新金通

安益二期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7% 6,800,000 0   

滁州欣金瑞智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4% 5,087,165 5,087,165   

上海永强鸿坤

资产经营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3,150,000 0   

宁波庐熙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 3,148,900 0   

汪德江 境内自然人 2.50% 3,000,000 0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尹锋 境内自然人 1.67% 2,000,000 0   

宁波十月吴巽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2,000,000 0   

信达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常州彬复现代

服务业基金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 

伙） 

其他 1.63% 1,950,000 0   

梁宏 境内自然人 0.25% 3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宁波庐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十月吴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二

者均为自然人龚寒汀实际控制的企业。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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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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