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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76                           证券简称：新瀚新材                           公告编号：2022-009 

江苏新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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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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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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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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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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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瀚新材 股票代码 3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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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翠娥  

办公地址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崇福路 51 号  

传真 02558392588  

电话 02558392388  

电子信箱 ir@sinohigh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芳香族酮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特种工程塑料核心原料、光引发

剂和化妆品原料等产品。 

公司客户覆盖SOLVAY（索尔维）、EVONIK（赢创）、IGM（艾坚蒙）、SYMRISE（德之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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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日新材等国际知名化工集团或境内外上市公司。其中，公司所生产的DFBP主要用作特种工程塑料PEEK

（聚醚醚酮）的单体，该产品的主要客户SOLVAY（索尔维）、EVONIK（赢创）均为全球主要PEEK材料

生产商，中研股份、吉大特塑及鹏孚隆等均为国内领先的PEEK生产商；公司所生产的MBP、PBZ及ITF等

光引发剂是光固化涂料和油墨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产品的主要客户IGM（艾坚蒙）是全球领先的光固化材

料生产商，久日新材是国内光固化材料的重要生产商；公司所生产的HAP主要用途是一种功能性化妆品原

料，该产品的主要客户SYMRISE（德之馨）是化妆品原料的重要生产商。 

公司主要产品品类及应用领域 

主要品类 核心产品 应用领域 具体终端应用 

特种工程塑料

核心原料 
DFBP 

为新一代特种工程

塑料聚醚醚酮（PEEK）

的关键原材料，PEEK具

有耐热等级高、冲击强度

高、耐磨性和耐疲劳性、

耐辐射、耐化学药品、阻

燃等特点，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汽车制造、IT制

造、医疗、工业等领域 

 

光引发剂 
MBP、PBZ、
ITF 

作为光引发剂，用

于制备光固化涂料和油

墨，具有环境友好、生产

高效、相对节能等特性，

应用于香烟、食品包装的

印刷、电器/电子涂装、

装修建材涂装、汽车涂装

及机器设备涂装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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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类 核心产品 应用领域 具体终端应用 

化妆品原料 HAP 

作为更加安全的原

料，具有安全、无毒的特

性，用于抗氧化、舒缓以

及促进防腐，应用于中高

端面霜、面膜等化妆品 

 

（2）主要产品工艺流程图 

在工艺方面，公司产品均是基于傅克反应生产的芳香族酮类系列产品，生产过程主要包括水解、分层、

碱洗、提纯等环节，主要产品生产工艺基本一致，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3）主要产品上下游产业链 

精细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而芳香族酮类行业属于精细化工

工业的细分领域，是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下游行业对公司所处行业未来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引

和驱动作用，其需求变化直接决定公司所处行业未来的发展状况。公司所处行业产业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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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游供应商分析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为对氟苯甲酰氯、氟苯、三氯化铝等，大部分原材料均来自原油提炼，其价格直

接受原油及炼化成本的影响。在原材料价格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产品价格变动往往滞后于原材料。目前，

本行业上游基础化工产品供应商数量众多，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单个厂商价格的变动对本行业的经营活动

影响不大。近年以来，因环保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制造业企业的环保和安全生产持续督查，部

分上游化工产品供应商销售减少或退出市场，造成部分化工原材料价格上涨及波动。 

②下游客户分析 

公司主要产品为特种工程塑料核心原料、光引发剂及化妆品原料，覆盖特种工程塑料、光固化材料、

化妆品等多个国民经济重点行业，下游客户多采购公司产品用于生产制造终端消费品。因下游客户对产品

质量、稳定供货能力、环保及安全生产管理能力等方面有较高要求，下游客户采购习惯相对固定、黏性较

强。 

（4）主要产品行业地位 

①特种工程塑料核心原料领域 

公司作为行业内较早从事PEEK核心原料DFBP研发、生产的芳香酮产品生产商，对PEEK产业链有着长期

的研究和较深的理解，并且获得了关键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认可，公司产品纯度较高，可用于更高规格要求

的PEEK产品制备，主要优势概括为更经济、更绿色、更高效。 

公司与PEEK领域全球主要厂商SOLVAY（索尔维）、EVONIK（赢创）及国内领先的PEEK生产商中研股份、

吉大特塑及鹏孚隆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公司年产8,000吨芳香酮（含年产2,500

吨DFBP产能）及其配套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与市场竞争力，提高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的

议价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②光引发剂领域 

光引发剂产品种类众多且须经过多种产品复配后方可应用于下游领域，各公司的光引发剂产品在具体

产品种类上存在差异或互补关系。公司ITF产品于2016年获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产品认证，该

产品较光引发剂907、TPO等产品，能够进一步减少应用过程中挥发物的产生，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光固化材

料在食品包装等领域的应用。自2013年起，公司即与 IGM（艾坚蒙）开始合作，目前，公司已与IGM（艾

坚蒙）、久日新材等国内外光固化材料领域客户建立起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③化妆品原料领域 

公司的主要产品之一HAP作为一种功能性化妆品原料，具有抗氧化、舒缓、乳液稳定等多重功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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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录在我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颁布的《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2015年版）中。受上述政策法规

限制及消费者对于产品安全性的需求，近年来以 HAP 为代表的新型功能性化妆品原料越来越受到市场的

认可与欢迎。 

HAP最初主要作为医药中间体用于生产利胆药等药物。在化妆品领域国际巨头 SYMRISE（德之馨）开

始开发 HAP 在化妆品领域应用的同时，公司迅速自主研发并运用基于复合型催化剂的一步法合成技术，

实现了化妆品级HAP的工业化生产，使公司HAP产品在成分含量、外观、溶解度及残留物等方面能够持续符

合化妆品的应用标准。此外，公司与SYMRISE（德之馨）发挥双方各自优势，采取合作开拓HAP市场的策略，

取得较好的效果，公司是SYMRISE（德之馨）在中国采购HAP产品的独家供应商，双方已成功合作多年，公

司相信，多年成功合作的经历会对未来双方在其他产品领域的合作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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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960,706.38 468,899,974.12 133.30% 383,229,30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3,272,465.60 390,974,847.75 159.17% 317,908,403.0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42,031,413.67 287,902,279.19 18.80% 291,776,83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294,263.47 71,478,301.56 -7.25% 74,399,37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084,689.62 67,447,666.70 -9.43% 71,447,18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60,864.86 72,622,855.19 4.05% 100,802,12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 1.20 -14.17%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1.20 -14.17%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7% 20.17% -8.40%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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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22,042.94 75,157,676.24 75,651,300.46 105,500,39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50,928.96 13,580,267.11 16,198,935.87 15,764,13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09,533.31 12,423,664.12 15,014,014.86 14,037,47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2,459.80 18,549,914.03 26,827,218.86 28,191,2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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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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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7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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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留新 境内自然人 25.55% 20,340,000 20,340,000   

秦翠娥 境内自然人 19.47% 15,500,000 15,500,000   

郝国梅 境内自然人 7.04% 5,600,000 5,600,000   

张萍 境内自然人 6.17% 4,910,000 4,910,000   

汤浩 境内自然人 4.59% 3,650,000 3,650,000   

南京远谟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1% 3,513,462 3,513,462   

叶玄羲 境内自然人 2.51% 2,000,000 2,000,000   

徐雅珍 境内自然人 2.11% 1,682,538 1,682,538   

李大生 境内自然人 1.51% 1,202,000 1,202,000   

北京中财龙马

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宁波龙

马龙腾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1.51% 1,202,000 1,20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公司实际控制人严留新和秦翠娥为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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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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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行业状况及公司经营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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