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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81                               证券简称：中红医疗                           公告编号：2022-023 

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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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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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7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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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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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红医疗 股票代码 30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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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琳波 郭蕊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倴城镇兆才大街 35

号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倴城镇兆才大街35号 

传真 0315-4167664 0315-4167664 

电话 0315-4155760 0315-4155760 

电子信箱 zhyl@zhonghongpulin.cn gr@zhonghongpuli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高品质丁腈手套、PVC手套等医用、工业用及生活用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

内最早生产并销售PVC手套和丁腈手套的企业之一。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专注于一次性健康防护领域，致力于为医疗、防

护、食品、电子等行业客户提供性能稳定、品质卓越的防护手套产品，目前公司已建成河北唐山和江西九江两大生产基地，

在国内外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市场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中国乃至全球均有着卓越的口碑和稳定的客户和渠道资源。经过多

年的经营积累及自主创新，公司累计开发多种规格的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可满足客户对手套性能、尺码、颜色、克重等多

种规格要求。公司先后通过了美国FDA认证、欧盟CE认证、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ISO13485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等，产品

出口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全球众多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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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公司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评为AAA+级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十四五”发展战略，以夯实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行业地位为起点，依靠内生和外延并重的发展

路径，以能够实现产业协同为标准，逐步进入除防护业务外的其他医疗器械、医疗服务、数字医疗等领域。公司已经对医疗

大健康行业进行了详细梳理，对接并调研了大量相关标的企业，储备了部分理想标的资源。未来，公司将根据战略规划，有

节奏地通过投资、并购、孵化、联合开发等方式，逐步进入精心挑选的赛道，逐步将公司建设成新老业务相互协同、不同产

品相互促进、多种模式相互补充的国内领先的综合型医疗健康用品及服务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更新生产技术和配方工艺，在提高产能和生产效率的同时，提升了产品品质。受部分国家和地区

仍然新冠疫情不断反复的影响，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的需求依旧较为旺盛，使得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有所提升，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09,310,936.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由于上一年度受新冠疫情集中爆发阶段防护手套短缺、价格

飞涨，而报告期内行业整体新增产能大幅增加，防护手套产品单价同比下行，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341,903,879.3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07%；归功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稳健以及公司实现IPO融资，公司期末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6,554,161,196.88元，同比增长156.45%，实现了体量的大踏步提升；由于公司大力推动销售队伍规模及素

质的提升、加强销售网络系统建设力度，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 43,469,142.36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10.17%；报告期内的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19,198,510.8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13.5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构建厂房、设备、投资等支付

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1、一次性丁腈手套 

一次性丁腈手套，是一种人工合成橡胶手套，是以丁腈胶乳为主要原料，采用浸渍工艺硫化成型的优质防护手套。丁

腈胶乳是一种由丙烯腈、丁二烯和羧基酸组成的合成聚合物，不含蛋白原，因而具有不会使人产生过敏与皮炎的优异特性。

丁腈胶乳耐化学溶剂的腐蚀，用其生产的手套在机械性能、ESD性能、NVR测试、可提取离子含量和LPC测试等指标方面表

现优良，并具备优异的耐油性、较高的抗张强度、极好的耐磨耐穿刺性、优异的拉伸性能和防静电性，在柔软性、舒适性、

清洁性和贴手性方面具有良好体验。一次性丁腈手套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检查、工业劳保（化工、电子等）及餐饮服务

等领域。 

2、一次性PVC手套 

一次性PVC手套是以PVC糊树脂、增塑剂、降粘剂为主要原料，并添加稳定剂等助剂为辅助材料，采用浸渍工艺塑化

成型的一次性使用防护手套，具有无毒、防水、耐酸碱、耐油的优良特性。PVC手套广泛用于医疗检查、栽培种植、电子及

食品加工、餐饮服务、清洁消毒及日常个人防护等领域。 

    （三）所处行业基本情况、发展趋势和周期特点 

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医疗级健康防护手套属于医疗器械耗材领域。根据公司制定的“十四五”发展战略，公司未来将以夯

实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行业地位为起点，依靠内生和外延并重的发展路径，以能够实现产业协同为标准，逐步进入除防护业

务外的其他医疗器械、医疗服务、数字医疗等领域。 

医疗器械行业是集高分子材料、生命科学、临床科学、电子、机械等多学科于一体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一次性健康防

护手套根据品质等级和用途可分为医疗级和非医疗级，医疗级手套需满足目标国家医疗市场质量认证体系或准入标准，主要

用于医疗检查、医疗护理等领域；非医疗级手套技术规格及品质标准低于医疗级手套，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电子化工、家

庭日用清洁卫生等领域。医疗级手套在针孔率等核心技术指标方面较非医疗级手套要求更高，生产线能够以较高的出品率稳

定产出符合医疗级要求的手套产品的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需求端方面，目前全球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的消费量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医疗级丁腈手

套与PVC手套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用于健康防护最为普及的一次性医疗器械消耗品之一，但随着对安全防护问题的日益关

注，亚太地区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次性手套消耗区域。伴随中国、亚太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民健康

意识的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地区对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的使用习惯亦逐渐培养起来，新兴市场庞大的人口基数将带来巨大的

市场发展潜力。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潜力巨大，我国卫生健康委在《医疗

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二版）》（国卫办医函〔2021〕169号）规范了正确合理使用手套等防护

用品的方法，进一步加速了一次性手套市场需求的增长。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预计全球销量将增长至2025年的12,851

亿只，复合年增长率达15.9%（根据2019年销量为5,290亿只的口径），其中丁腈需求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9.8%，一次性健康

手套市场需求前景广阔。 

供给端方面，在丁腈手套领域，目前马来西亚是最大生产供应国，主要厂商包括Hartalega、Top Glove、Kossan等，此

外，中国和泰国也为丁腈手套重要供应国。国内丁腈手套供应主要集中于公司、英科医疗、蓝帆医疗等少数几家厂商，行业

集中度较高。在PVC手套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供应国，供应量约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80%。国内PVC手套供应

市场集中度整体低于丁腈手套，成规模的大型生产商主要为公司、蓝帆医疗、英科医疗、石家庄鸿锐集团有限公司等。另一

方面，面对全球市场供不应求的机遇，行业内部分原有大型厂商利用自身在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先发

优势，迅速扩产；同时，丰厚的利润吸引大量新进入者涌入本行业投资建厂，不同规模、不同技术实力的生产工厂不断出现。

上述情形，使得报告期内全球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各生产厂商开始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产品价格和利润将承受下行压力，

大量资金不够充裕或技术水平不足的厂商开始被迫退出市场。 

一般情况下，因医疗级健康防护手套主要面向大众所必须的医疗消费，其周期性特点不明显，但近年来诸如流感、埃博

拉、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医疗级健康防护手套的爆发性需求时有出现，尤其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短期出现了医疗级健康防护手套产能利用率无法满足全球的市场需求的状况，但随着市场的自身调节，目前已逐步回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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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根据当时市场特点确定了“高端化、差异化”

的竞争策略，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产能位居国内乃至全球前列。通过对丁腈手套、PVC手套的原料构成、生产工艺的深度研

发，对生产技术和流程组织的持续改进，公司已具备快速高效的规模化生产能力。自2020年以来，在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下，

防护手套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公司亦凭借自身先发优势紧跟市场快速发展趋势积极建设新产线。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不

同种类防护手套产能225亿只，位居国内行业前列。尤其在丁腈手套领域，公司是国内最早大规模生产一次性丁腈手套的企

业之一，所生产的丁腈手套性能稳定、品质优良、知名度高，拥有大量长期的合作伙伴。随着公司在产品研发、工艺优化、

成本控制、质量改进方面的持续不断投入，将进一步巩固行业头部企业的地位。 

公司密切关注全球供求市场以及国内生产情况的变化，严格遵循“高端化、差异化”的战略规划。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市

场变化，不断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调整发展节奏。既要确保抓住发展的机会，又要避免跟风盲目扩产带来的阶段性风险。在保

证公司不错失产业爆发的长期机会的同时，避免短期内产能过剩导致的价格回落对公司带来的损失，确保公司稳定、快速、

持续、健康地发展。同时，基于对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入研究，公司正积极拓展医疗器械领域的新赛道。计划通过投资、并购、

孵化、联合开发等方式，扩展公司的营业范围，逐步将公司建设成新老业务相互协同、不同产品相互促进、多种模式相互补

充的国内领先的综合型医疗健康用品及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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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1,721,025.12 3,672,716,594.29 94.73% 1,075,943,69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54,161,196.88 2,555,731,004.38 156.45% 467,666,187.7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909,310,936.58 4,778,406,872.04 2.74% 1,170,814,04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1,903,879.36 2,663,518,716.36 -12.07% 89,266,0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5,883,902.64 2,648,179,477.94 -15.19% 85,259,76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2,497,606.63 2,719,677,059.06 -13.13% 184,382,56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33 21.31 -28.06%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33 21.31 -28.06%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2% 168.97% -122.0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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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468,425.20 1,373,522,313.75 687,701,851.63 574,618,34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2,440,132.02 686,388,480.67 234,708,423.62 18,366,84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3,991,546.90 671,284,507.59 186,346,718.68 -5,738,87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9,620,507.97 702,234,046.32 185,173,926.35 495,469,1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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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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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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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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红普林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00% 75,000,000 75,000,000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15% 25,250,000 25,250,000   

桑树军 境内自然人 11.14% 18,560,000 18,560,000   

张静 境内自然人 3.91% 6,510,000 0   

滦南县普发商贸有限公

司（现更名为“上海滦倴

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2,440,000 2,440,000   

厦门柏宏锐尔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1,875,000 1,875,000   

厦门咏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1,875,000 1,875,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595,02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6% 263,266 0   

宋俊 境外自然人 0.16% 261,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红普林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方，厦门国贸控股

持有中红普林集团 50.50%股权。 

2、桑树军与中红普林集团为关联方，桑树军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唐山浩邈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中红普林集团 44.62%股权。 

3、滦南县普发商贸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滦倴商贸有限公司”）持有中红普林

集团 4.8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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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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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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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2021年04月2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中红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2、公司完成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 

2021年7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编号：2021-026）、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编号：

2021-030）、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编号：2021-031），完成了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选举。

林瑞进先生、郑露佳女士、毛付根先生、郭小东先生、李坤成先生换届选举当选公司董事，吴晓强先生、林伟青先生、武德

珍女士、章永奎先生、林敬业先生任期满离任。王晖先生、郭蕊女士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余励洁女士、蔡胜玉先生任期届满

离职。孟庆凯先生、张琳波先生被聘任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白彦明先生解聘。董事、总经理

陈纯先生因工作变动离任公司董事职务、解聘公司总经理职务。 

2021年12月27日，经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池毓云先生被选举为公司董事。2022年1月7日，经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陈俊先生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2022年4月14日，经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陈金

铭先生、曾源先生被选举为公司董事，张旭东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原董事李植煌先生、林瑞进先生，独立董事郭小

东先生离任公司董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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