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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31                            证券简称：聚赛龙                            公告编号：2022-004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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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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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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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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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赛龙 股票代码 3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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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若思 黄诚燕 

办公地址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村）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村） 

传真 020-87886446 020-87886446 

电话 020-87886338 020-87886338 

电子信箱 zhengquan@gzselon.com zhengquan@gzsel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改性塑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改性通用塑料、改性工程塑料、改性特种

工程塑料及其他高分子材料等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汽车工业、电子通信、医护用品等领域，主要客户包括美的集

团、苏泊尔、海信集团、格兰仕集团、东风集团、丰田集团、普联技术等知名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始终专注于高分子新材料领域。 

（一）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合成树脂的改性业务，即根据下游客户及市场的需求，通过对各类通用塑料、工程塑料及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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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塑料进行改性，形成在强度、韧性、耐候、阻燃、抗静电等性能上改善或提升的新型改性材料，以满足下游产业的生产

需求。经过多年的研发和技术积累，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全面的产品线，覆盖PP、ABS、PC、PC/ABS、PBT、PET、HIPS、

PPO、PPS等及各类材料，能够实现抗染、抗静电、导热、抗菌、阻燃、免喷涂、耐候、耐老化等多种功能。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主要为改性PP、改性PC/ABS、改性PA、改性PBT、改性ABS产品系列，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系列 基础特性 主要改性方向 改性后应用领域 具体应用案例 

改性PP系列 密度较小，质轻，韧性强，

具有很高的弯曲疲劳寿

命，耐化学性好，表面具

有光泽 

增强、耐冲、耐划痕、

耐热、耐候、高光泽、

导电、导热、阻燃、高

光泽、低气味、免喷涂、

抗静电、抗菌、抗染色

等 

家用电器、汽车工

业、电子通信、医护

用品、家居用品等 

电饭煲和压力锅的外壳、底座；空

调室外机格栅；汽车的保险杠、仪

表板和门板；熔喷布； 

改性PC/ABS系列 具有易成型、机械性高、

抗冲击和耐温、抗紫外线

等性质 

增强、耐冲、耐热、耐

磨、阻燃、抗静电等 

家用电器、汽车工

业、电子通信、工程

机械等 

充电桩，充电枪外壳；排插，充电

宝，开关面板；汽车内饰，升降按

钮，导航仪面板，后视镜外壳等；

手机，POS机壳体； 

改性PA系列 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突

出的耐腐蚀，耐油性、耐

热性高模量等优点 

增强、耐冲、耐蠕变、

阻燃、抗疲劳、绝缘、

轻质、耐候、耐油等 

家用电器、汽车工

业、电子通信、电气

设备、工程机械等 

气炸锅手柄；汽车发动机罩盖、前

端模块、轮毂罩、行李架支座、电

子电器接插件、连接器；齿轮、轴

承、泵体、缸体 

改性PBT系列 具有优良的韧性和抗疲

劳性，而且耐热，耐候性

好，电性能佳，吸水率低 

增强、阻燃、双高抗疲

劳、低气味、免喷涂、

合金化等 

家用电器、汽车工

业、电气设备、电子

通信、工程机械等 

空气炸锅和烤箱耐热部件、电机转

子&定子、骨架、继电器、劳保鞋、

连接器 

改性ABS系列 具有综合性能较好,抗冲

击强度较高，化学稳定

性，电性能良好等特点 

增强、耐热、阻燃、耐

候、耐热、高光、消光、

抗静电等 

家用电器、汽车工

业、家居用品等 

空调面板、汽车零件(后视镜、散

热格栅、车灯)、吹风机、微波炉、

冰箱内胆/门内衬、冰箱门盖 

（二）公司行业地位 

秉持着“重视顾客需求，赢得客户信赖，提供高科技产品，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经过多年的持续耕耘，公司已经成为我

国改性塑料领域的先进企业之一，能够在技术、质量、服务、供应等方面全方位地为客户提供高性能、高价值的改性材料综

合解决方案。公司长期担任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副会长单位、改性材料合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广东省塑料协会副理事长

单位，并且为全国塑料标准技术委员会工程塑料分技术委员会和改性塑料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公司多次获得省级、市级科技

进步奖及国家、省、市重点新产品奖项，并承担多项国家、省、市科技项目的研发和技术标准的制定。2008年起，公司连续

多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创新型试点企业”；2014年，公司研发中心下属实验室被

认定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新材料产业）重点实验室”；2015年，公司获授“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17年，

公司被认定为“广州市制造业骨干企业”，2018年，公司研发中心下属实验室被认定为“国家（CNAS）认证实验室”；2019

年，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业2021年，公司被认定为“新材料先进企业”“广州市民营领军企业”。公司连续

十一年获得“广东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2020年，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1年7月，公司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此

次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相关部门对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市场竞争优势和发展前景等方面的

充分认可，也是对公司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行业细分领域内优势的肯定，有助于公司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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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243,465.98 1,069,698.05 16.24% 866,84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6,384.49 392,012.17 16.42% 327,487.8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303,081.48 1,108,162.03 17.59% 999,05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69.22 76,975.78 -16.64% 47,52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56,738.87 74,937.16 -24.28% 42,4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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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695.92 -132,056.49 2.54% -169,14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10 2.1485 -16.64% 1.32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910 2.1485 -16.64% 1.32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3% 21.27% -6.14%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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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74,746.67 312,709,492.87 295,458,802.57 411,638,44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28,138.77 18,808,271.09 17,634,959.00 11,197,84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36,764.28 17,761,149.98 15,738,459.63 10,602,49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20,427.65 4,803,363.11 -46,548,503.63 -36,530,3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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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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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源增 境内自然人 32.74% 11,730,000 11,730,000   

任  萍 境内自然人 22.25% 7,970,000 7,970,000   

横琴聚合盈咨

询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5% 2,347,640 2,347,640   

郝建鑫 境内自然人 6.42% 2,300,000 2,300,000   

深圳市同益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5% 1,665,125 1,665,125   

广东粤科泓润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7% 1,387,604 1,387,604   

广东粤科新鹤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7% 1,387,604 1,387,604   

珠海横琴聚赛

龙咨询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1% 1,258,427 1,25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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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恒裕联创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 1,000,000 1,000,000   

舟山向日葵朝

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8% 925,069 925,0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基本组织架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组成的规范的多层次治理结构；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四个专业委员会。公司下设总经办、销售中心、研发中心、

制造中心、品保中心、财务中心、管理中心和内部审计部等主要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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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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