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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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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605,083,744.04 元，截至 2022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521,001,716.70 元。 

公司在充分考虑现阶段经营与长期发展需要并兼顾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前提下，经综合考虑

后，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截

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900,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0,000,000.00

元（含税）。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中复神鹰 688295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亮 张晶晶 

办公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南

环路北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

浦工业区南环路北 

电话 0518-86070140 0518-86070140 

电子信箱 stock@zfsycf.com.cn stock@zfsycf.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中复神鹰作为专业从事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

推动国内碳纤维的产业化发展，长期专注于高性能碳纤维创新研究，实现了高性能干喷湿纺碳纤

维产业化关键技术突破，形成了覆盖高强型、高强中模型、高强高模型碳纤维品种，主要产品型

号包括 SYT45S、SYT49S、SYT55S和 SYM40等，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压力容器、碳/碳复材、

交通运输、体育休闲、碳芯电缆、建筑加固等领域，并积极开发产品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

风电叶片等领域的拓展应用，极大满足了国内各碳纤维应用领域的使用需求。依托神鹰西宁万吨

碳纤维基地的投产，公司产能规模超万吨，位居国内前列。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科技创新活动以研发项目为载体，进行全过程科学的设计开发和实施管理，相继出台了

《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专利及论文管理办法》《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引

导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坚持自主创新促动，以政府项目为引导，公司项目为核心，开展全方位

研发活动。在项目立项时，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市场需求、面向企



业发展战略，明确研发目标，找准攻关方向。在公司内部开展全面立项评估，进行战略、技术、

市场、财务等多维度量化打分，最终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议后确定是否立项，并明确项目攻关团

队；在过程实施时，参照设计开发控制程序，严格把关方案设计、工程研制、设计定型等关键环

节，强化督导，推动工作落实。同时，给予攻关团队自主调整研发路线的权利，允许失败，允许

探索，鼓励创新创造；在成果评价时，建立以正向激励为核心的绩效评价、科技奖励制度，坚持

成果导向，给予优秀研发人员绩效奖励，树立榜样，激发团队潜能。开展年度和验收成果评价，

由评审委员会综合项目实施效果进行量化性打分，评判研发成果，判定是否可进入下一阶段。通

过构建科学高效的研发管理体系，助力进一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2.采购模式 

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采购相关制度，严格按照制度流程合规采购，充分发挥总部的集中采

购优势，执行三方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子公司执行月订单的模式，保证全年主要生产物资的

储备平稳，降低综合采购成本。为加强供应商管理、保证生产物资供货稳定，公司将评价合格的

供应商纳入合格供方名录并实施分类动态管理，与供应商保持紧密协作，降低采购风险、提高采

购效率。公司积极实施供应链管理创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节能减排，提高产品竞争力。 

3.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生产运行部根据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制定全年生产计划、质

量及成本目标，并结合市场实际需求分解至月度。生产车间严格根据生产计划及产品工艺路线开

展生产活动，保质保量完成产品订单。通过生产调度管理结合 ERP 系统及能源在建监测系统，以

24小时为周期核对各生产线产质量完成情况和订单备货情况，实现从计划到实施的闭环控制，生

产过程严格执行工艺规范，实施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控。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接销售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综合考虑能源政策、行业趋势、市场供需、竞

争要素等多方面影响，对于销售网络形成上游生产商与经销商源头点对点供应，进而下游销售辐

射范围达到由点到面到网，做到传统成熟、战略新兴及高附加值领域的全覆盖，包括高附加值的

航空航天、双碳背景下的压力容器、碳/碳复材、风电叶片以及传统成熟的交通建设、体育休闲及

新兴产业电子 3C等各领域，与下游应用领域的行业重要核心客户直接签订战略协议，确保销售计

划的连续稳定与阶段性销售目标达成。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行业发展阶段： 

碳纤维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的战略性新材料，因其高强度、高模量、耐腐蚀、耐疲劳、耐高温、

重量轻、膨胀系数小等诸多特殊性能，被誉为“新材料之王”。性能优异的碳纤维，因为制备难、

技术壁垒高等特点，长久以来一直是国外进行技术封锁和产品垄断的战略物资。随着近年来国内

碳纤维制备技术的日趋成熟，国产碳纤维已逐渐实现进口替代并广泛应用于下游各领域。2021年，

中国大陆地区碳纤维产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产能国。 

从全球市场来看，碳纤维大规模工业化技术成熟，产品已形成大丝束碳纤维和小丝束碳纤维

两大类，各大企业均在持续开展低成本碳纤维制备技术和高性能碳纤维的开发。根据国际市场研

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发布的报告：2022 年全球碳纤维市场规模将达到 65 亿美元，预计

到 2027年这个数据将增至 119亿美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3%。 

从国内市场来看，近些年国内碳纤维市场需求呈现逐年递增的局面。在绿色能源和新型材料

发展的带动下，中国碳纤维的下游应用领域逐步扩大，开始在汽车制造、建筑交通等方面布局，

并进一步加大了在风电设备领域的产业应用。国产碳纤维在经历多年的市场洗礼后，已实现碳纤

维自主生产，市场认可度明显提升，并呈现出国产逐步抢占进口市场空间的发展态势。 

（2）行业基本特点： 

1.政策推动碳纤维行业快速发展，国产替代趋势明显 

近年来，国务院、工信部等多部门陆续引发了大力支持碳纤维行业的发展政策，内容着力于

碳纤维行业先进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保证碳纤维产品的质量提升。 

随着“双碳”政策的推出，国内风电、光伏、氢能等行业高速发展，带动风电叶片、碳/碳复

材、压力容器等领域碳纤维需求快速提升；同时碳纤维作为军民两用战略物资，在航空航天、体

育休闲、建筑补强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良好的政策支持及应用场景的拓展将进一步加速碳纤维

国产替代的进程。 

2.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市场前景广阔 

碳纤维作为性能优异的战略性新兴材料，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压力容器、碳/碳复材、风

电叶片、交通建设、体育休闲等领域。随着碳纤维性能优势不断凸显、制备成本逐步降低，下游

传统领域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高，并逐步向高附加值和战略新兴应用领域靠拢。 

3.新技术、新产能促进优势企业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随着碳纤维应用市场的不断扩展，未来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国内碳纤维市场的竞争格局将

进一步加剧。市场资源将会逐步向技术迭代迅速、产能扩张明显等具有竞争优势的头部企业倾斜，

碳纤维领域的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3）主要技术门槛： 

碳纤维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产业链长、产品系列多、工艺复杂，涉及 3000多个工艺要素，

对生产稳定性有着苛刻的要求。碳纤维行业的新进入者面临较高的技术壁垒，研发及产业转化周

期较长，目前国内仅有少量企业突破了碳纤维全流程核心工艺技术。 

碳纤维的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原丝生产中，原丝的质量关乎碳纤维的力学性能。目前行业内

碳纤维原丝的纺丝工艺主要分为湿法纺丝和干喷湿纺两种。其中干喷湿纺技术是做高性能碳纤维

更为先进的工艺路线，兼具缺陷少、纺速快、产品工艺性更优等特点。目前国内大部分碳纤维制

造企业仍以湿法纺丝工艺为主，不过以公司为代表的少数碳纤维企业已实现“干喷湿法”工艺技

术的突破。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在国内率先攻克了碳纤维“干喷湿纺”纺丝技术，并通过多年技术攻关保证了 T700级、

T800级、T1000级和 M40 级的产业化能力，产品涉及 1K-24K 各种型号。公司 T700级及以上产品

系列在国内市场已连续几年保持市场占有率 50%以上，在国产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占据绝对的领导

地位，产品被市场广泛认可。2022年，随着神鹰西宁万吨碳纤维项目的全面投产将进一步保障国

内高性能碳纤维市场需求。2023 年，神鹰西宁二期 14000 吨/年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和神鹰上海碳

纤维航空预浸料项目也将陆续建成投产。上述项目的稳步推进，将加快促进国内航空航天、新能

源等领域供需失衡局面的缓解，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快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7,247,371,904.63 3,724,248,663.84 94.60 2,151,948,90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617,082,225.89 1,235,314,524.47 273.76 956,594,140.80 

营业收入 1,994,807,849.32 1,173,437,395.02 70.00 532,305,1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5,083,744.04 278,720,383.67 117.09 85,231,82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564,427,087.39 257,607,683.70 119.10 68,537,958.49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35,140,987.52 300,806,584.04 177.63 233,321,94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71 25.43 减少8.72个百分点 11.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9 0.35 97.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9 0.35 97.14 0.14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7.76 5.04 增加2.72个百分点 3.2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59,543,899.35 403,150,945.89 589,480,151.52 542,632,85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7,803,894.63 102,144,090.17 203,698,703.51 181,437,05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6,084,868.11 95,777,862.80 192,178,542.13 160,385,81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527,334.74 467,115,586.16 120,890,013.11 89,608,053.5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8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质押、标

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量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

公司 
0 298,399,282 33.16 298,399,282 298,399,282 无 0 国有法人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

有限公司 
0 239,990,306 26.67 239,990,306 239,990,306 无 0 其他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

限公司 
0 216,959,854 24.11 216,959,854 216,959,854 无 0 国有法人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44,650,558 4.96 44,650,558 44,650,558 无 0 国有法人 

华金证券－招商银行

－华金证券中复神鹰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0,000,000 10,000,000 1.11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聚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660,641 5,660,641 0.63 0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35,861 4,035,861 0.45 0 0 无 0 其他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

限公司 
2,666,600 2,666,600 0.30 2,666,600 3,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零零一组合 
2,500,000 2,500,000 0.28 0 0 无 0 其他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2,239,060 2,239,060 0.25 2,239,060 2,239,060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

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连云港市工投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199,480.78 万元，同比增长 70.0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60,508.37 万元，同比增长 117.0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514.10

万元，同比增长 177.6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442.82 万元，同比增长 1993.66%；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6.71%,同比减少 8.72个百分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