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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正威新材                               公告编号： 

江苏正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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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454,45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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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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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威新材 股票代码 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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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亚伟 李婵婵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传真 0513-80695809 0513-80695809 

电话 0513-87530125 0513-87530125 

电子信箱 caoyawei@jiudinggroup.com licc@jiuding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3号——上市公司从事非金属建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玻璃纤维深加工制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以及高性能玻璃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增

强基材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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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行业地位 

玻璃纤维深加

工制品 

砂轮网片 树脂砂轮 砂轮是先进制造不可或缺的基

础工具，市场需求稳定。国内砂

轮网片的增长，特别是中高端砂

轮网片的增长将维持在较高水

平，国外市场的增长也将保持一

定的增速，具有良好的市场前

景。公司已启动“砂轮网片绿色

技改项目”，项目完成后生产规

模将有效放大，进一步提高市场

占有率。 

产品质量及规模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在国际及国

内市场的占有率均居于

前列。 

各类玻纤机织、经

编、缝编织物 

建筑、道路、交通、装修、装

饰以及航天、安全等领域 

全球范围内建筑、基础设施新一

轮的发展，将会为纺织型玻纤深

加工制品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系中国玻璃纤维制

品深加工基地，航空特种

玻纤布定点生产企业。产

品种类、质量、规模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 

玻璃纤维复合

材料 

通用制品 汽车配件、轨道交通等领域 随着产品机械化、智能化工艺技

术的突破和推广，产品种类、质

量及档次将会更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 

2020年，在风电装机潮的带动

下，公司风电叶片产量和销售均

实现强劲增长。 

产品质量、规模处于国内

同行业前列。 格栅 化工行业、石油产业等领域 

拉挤型材 化工、制造、环保等领域 

环保装备 废气处理、环保工程等领域 

贮罐 化工防腐等领域 

风电机舱罩、叶片 风力发电领域 

高性能玻璃纤

维及增强基材 

高模量玻璃纤维及

制品 

高弹性模量、高耐腐、高电绝

缘等应用领域 

公司池窑法连续毡生产技术已

日趋成熟，随之推广，公司连续

毡产品在生产规模、生产成本、

质量稳定性等方面形成竞争优

势。 

填补国内空白 

连续毡 陆上交通、轨道交通轻量化及

中高端热塑性玻璃纤维复合

材料领域 

填补国内空白 

二元高硅氧 航空航天、高温气体收尘、液

体过滤、金属熔化过滤、消防、

汽车尾气净化、低介电等领

域。 

采用的二元组分和池窑法拉丝

生产工艺国际领先，随之推广，

产品在生产规模、生产成本、质

量稳定性等方将形成竞争优势。 

随着汽车国六排放标准的全面

执行及5G新基建的迅猛发展，

为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产品各项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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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960,710.27 2,500,133,284.01 -0.37% 2,299,804,36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5,412,846.37 976,237,795.06 4.01% 946,052,163.1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97,680,458.07 1,670,715,420.64 -10.36% 984,321,53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22,244.99 34,514,669.12 19.72% 28,021,92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29,376.29 20,732,706.75 49.66% 3,911,1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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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31,436.03 195,778,144.79 -67.65% 219,138,256.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3.59% 0.56%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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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35,429.19 374,268,217.26 366,578,229.71 462,898,58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552,239.29 14,266,189.91 6,620,548.05 8,883,26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484,900.44 13,169,974.88 3,786,580.81 5,587,92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00,230.28 38,980,913.97 68,296,042.12 -48,745,7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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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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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翼威新

材料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5% 91,000,000 91,000,000   

西安正威新

材料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3% 47,600,000 47,600,000   

江苏九鼎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8% 47,379,147 47,379,147 质押 8,000,000 

顾清波 境内自然人 6.94% 32,321,177 32,321,177 质押 10,710,000 

上海通怡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通怡

梧桐 8 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7% 6,359,576 6,359,576   

上海江南建

筑设计院

（集团）有

其他 1.25% 5,840,893 5,84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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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冯伟 境内自然人 0.97% 4,520,818 4,520,818   

张海军 境内自然人 0.77% 3,601,160 3,601,160   

金军 境内自然人 0.73% 3,374,900 3,374,900   

上海江南建

筑规划咨询

有限公司 

其他 0.48% 2,227,522 2,22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深圳翼威新材料有限公

司、西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江南建筑规划咨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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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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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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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