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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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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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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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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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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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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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2022年度公司发展规划，公司拟定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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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泛亚微透
科创板

股票代码
688386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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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办公地址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王少华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前漕路8
号

证券事务代表
吕洪兵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前
漕路8号

电话
电子信箱
2

0519-85313585
zhengquan@microvent.com.cn

0519-85313585
zhengquan@microve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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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塑料高分子聚合物产品，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
公司所属行业为 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
（上
证发[2019]30 号）的规定，并结合公司主要产品和核心生产技术情况，公司属于新材料领域的高
性能复合材料行业。
公司主要从事膨体聚四氟乙烯膜（ePTFE）
、SiO2 气凝胶等微观多孔材料及其改性衍生产品、
密封件、挡水膜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一家拥有自主研发及创新能力的新材料供应商和解决方
案提供商。通过对 ePTFE 膜等微观多孔材料的改性、复合，公司不断为客户定制化地开发具有特
殊声、电、磁、热、防水透气、气体管理、耐候耐化学等特性的组件产品。公司现有的产品以及
储备的产品已经可以应用于汽车、消费电子、新能源等行业，未来随着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公
司还将向医疗健康、航空航天、电力通信等行业不断拓展。
公司的主要产品细分类别较多，可根据其主要功能分为 ePTFE 微透产品、吸隔声产品、气体
管理产品、CMD、挡水膜、密封件、气凝胶产品以及机械设备等，具体情况如下：
（1）ePTFE 微透产品
公司的 ePTFE 微透产品主要包括透气栓、透气膜、耐水压透声膜、泄压阀、包装保护垫片等。
透气栓、透气膜产品主要用于汽车车灯（前大灯、雾灯、尾灯、高位刹车灯）、雨刷电机、ECU
等部位，利用 ePTFE 膜具有的防水透气等特性，可以保证设备内外部气体流通，消除内外压差，
同时又可以防止设备外部的液态水、粉尘、污染物等进入设备内部，导致敏感电子元件发生故障。
目前公司的透气栓、透气膜产品已经实现进口替代，并且与国内外知名的车灯厂家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
公司的耐水压透声膜主要安装于智能手机、手表、手环、摄像头等消费电子内，用以密封设
备上的缝隙、孔槽，从而使电子产品达到 IP67、IP68 的防水防尘等级，并使声音在透过防水膜后
保持最佳的信噪比和最低的失真度。
泄压阀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动力电池包, 当电池包遇到撞击等特殊情况导致电池包内部气
压迅速升高时，泄压阀结构会开启或直接破损，使电池包内部压力迅速释放，防止电池包剧烈膨
胀甚至爆炸，保障新能源汽车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新能源汽车行业是我国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汽车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电池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泄压阀对动力
电池包安全性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公司包装保护垫片产品主要用于化学品、液态有机化肥的包装和运输。基于 ePTFE 膜的耐候
耐化学的特性，而化学品和有机化肥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和挥发性，在运输过程中由于日照和震荡
会产生大量挥发性气体，导致包装容器因内部压力增大而发生破裂、渗漏，公司的包装保护性垫
片产品能够满足化学品、液态有机化肥等产品在包装过程中对防水、防尘、防油、透气、抗腐蚀
等多方面的要求。
（2）吸隔声产品
公司吸隔声产品主要供应主机厂和汽车内饰厂，装置在中控台、车门、手套箱、地板等部位
起到降低噪音的作用。按照生产制造工艺和原材料分类，公司的吸隔声产品主要包括基础吸音棉
与 ePTFE 膜复合吸音棉等。
（3）气体管理产品
公司的气体管理产品主要分为干燥剂和吸雾剂两种，可实现对密闭小微空间中气体湿度的管理，
目前该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车灯中。
（4）CMD
CMD 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狭小密闭空间内的凝露问题，是一款在行业中具有颠覆效应的创新产
品。CMD 不仅可以应用于汽车车灯行业，还可以应用于新能源动力电池包、户外照明、新能源汽
车充电控制模块以及 5G 户外基站的储能装置等领域。
（5）挡水膜
挡水膜产品主要应用于车门内部，起到防水和一定的隔音作用。公司挡水膜产品主要分为三
大类别：PE 挡水膜、EVA 挡水膜以及 XPE 挡水膜。
（6）密封件
公司密封件产品主要包括密封圈、海绵条、减震垫等，用于填充各种空隙从而实现密封、防
尘和减震的作用。密封件以 EPDM、PE、PUR 等橡胶材质为主要原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领域和
家电领域。
（7）SiO2 气凝胶
SiO2 气凝胶是一种体积密度和导热系数非常低的新型微观多孔材料，被誉为“最轻的固体材
料”和“性能最好的保温材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气凝胶产品主要用于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包、

军事、核电、LNG 等相关领域。
（8）机械设备
公司拥有较强的机械设备开发和制造能力，由于公司大部分生产设备属于非标定制化产品，
再加上对核心技术保密性的需求，公司自行设计并制造了大部分用于生产 ePTFE 膜及其应用组件
的机械设备。同时，公司也是国内少数拥有药用缓控释贴剂设备（一种涂布设备）设计、生产能
力的企业。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1）自主研发
公司的核心技术体系搭建主要依靠自主研发，根据不同产品类型采用不同的研发方式。主要
的研发方式分为新品开发、常规迭代和定制化研发。
1.

新品开发
新品开发模式适用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是公司拓宽产品系列、提升技术的主要途径。

研发流程如下：
项目立项

项目研发结束

2.

计划进度安排

项目设计书撰写

验收

中试生产

小试生产

市场深度调研

实验室试验

常规迭代
常规产品是已经形成成熟的生产体系，客户下达订单后直接由生产制造部门进行生产的产品。

该类产品的核心技术、工艺已经基本确定，各项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客户的认证要求，属于相对标
准化的产品。公司定期对该类产品进行迭代更新，以满足客户对技术指标调整的要求，并努力通
过优化生产技术降低产品成本。
3.

定制化研发
机械设备主要采用定制化研发的模式，需要公司具备较高的设备设计与研发能力。除了为客

户定制开发的设备外，公司研发的机械设备主要供自身生产运营使用。目前，公司生产 ePTFE 膜
及其组件的主要设备均为自主研发设计，定制化设备研发能力已经成为公司核心技术壁垒之一。
（2）合作研发

合作研发是对公司整体科研实力的有力补充。公司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选择与外部科研机构
开展合作研发，公司积极与浙江大学、常州大学等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外部的研发力
量扩充自身的科研实力，将最新的科学技术转化为自身生产力。
2、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筛选评级制度，由采购部、质保部及技术部共同对供应商进行筛选
评级，根据评级结果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采购部门会根据下游客户订单、BOM 物料清单以及现
有原材料库存拟定采购计划，由采购员根据采购计划向物料清单指定的合格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
公司的常用原材料包括化学试剂、吸音棉、纤维、EPDM、PE 膜、EVA 膜、胶水、胶带等，此
类原材料供应商较多，可选空间大，且公司订单采购量大，在与供应商合作中议价能力较强。公
司拥有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对于常规性原材料一般就近选择长期合作的供应商，通过与供应
商确定质量技术标准及交货方式等重要条款，有效保障了原材料供应质量及稳定性。
3、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自主生产的模式，部分工艺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简单工序
采用外协加工生产的模式。
（1）自主生产
① 常规产品
公司通常根据客户的采购计划及具体订单以销定产，生产计划的制定综合考虑公司产能负荷、
原材料、工装模具及设备等情况，由内勤人员向车间下发生产任务单，并依据各产品生产时间约
定入库交期。
② 机械设备
公司机械设备为定制化生产，该类产品技术含量高、产品差异性较大。公司接到客户订单后
由技术部进行方案评估，确认具备生产条件后向生产部下达生产任务，生产部据此进行技术准备，
并按技术部制定的技术文件向采购部提出零部件采购的要求。待零部件全部采购完毕后，生产部
按相关技术标准进行装配和调试。
（2）外协加工
为集中优势资源于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环节和关键工序，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公司选择将部
分传统产品或简单工序委外加工。为了保证外协加工产品的质量，公司建立了《外协单位交付业
绩评定办法》对外协厂商进行考核评价，并由公司技术部向外协厂商提供加工服务所需的工艺文

件和技术指导等。
4、销售模式
公司大部分订单均通过参与客户询价的方式获得，通过多轮报价成为客户供应商后，公司将
与客户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和销售框架合同。公司一般在汽车主机厂新车型开发中期介入，样
件经过测试并达到主机厂要求的标准后，公司开始小批量生产供货，经客户实测认可后，再进行
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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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务主要围绕 ePTFE 膜、SiO2 气凝胶等微观多孔材料及其改性衍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一、ePTFE 膜行业
（一）行业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ePTFE 膜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微米或亚微米级的多孔立体网状微观结构，由 PTFE 树
脂经拉伸、车削等特殊加工方法制成，在保持了 PTFE 优良化学性能的同时，通过改变材料的结构、
形态、厚度、表面几何形状，然后搭配不同特性的辅助材料，从而实现不同的功能和用途。ePTFE
膜具有高度化学稳定性、耐高低温、耐腐蚀、耐气候、高润滑、良好的不粘附性、电绝缘性、生
物相容性佳等优良特性，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防水、防尘、透气材料。由于其在声、电、磁、热等
方面拥有特殊性能，ePTFE 膜及其组件已广泛应用在了汽车、消费电子、新能源、医疗、服装、
工业过滤、航空航天等领域。
PTFE 材料最早由化学家罗伊·普朗克特（Roy J. Plunkett）博士于 1938 年在杜邦位于美国
新泽西州的 Jackson 实验室中意外发现，由于拥有抗酸抗碱、耐高温、摩擦系数低、电绝缘性良
好等优良的特性，PTFE 被广泛地应用于阀门、密封件、厨具等多个领域，曾经风靡一时的“特氟
龙”（Teflon）不粘锅所使用的核心材料就是 PTFE。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职于杜邦公司的 Bill Gore 敏锐的察觉到了计算机行业正在兴起，而
PTFE 作为计算机电缆绝缘材料具有很好的商机，成立了美国戈尔公司（W.L. Gore&Associate）。
凭借着 PTFE 绝缘电缆，戈尔公司实现了飞速发展。1967 年 7 月 21 日，戈尔电缆还在 NASA 阿波
罗 11 号任务中登上月球。
1969 年 Bob Gore（Bill Gore 的儿子）开始研究 PTFE，试图进一步挖掘这种优秀高分子材料

的潜能。Bob Gore 尝试将 PTFE 进行拉伸，增加其中的空气含量，让材料更轻盈、更柔韧、更具成
本效益。他对棒状 PTFE 加热，然后慢慢从两端拉伸，但棒条每次都会断开。一次偶然的实验中，
Bob Gore 对棒状 PTFE 做了一次加速拉伸，让他惊讶的是 PTFE 拉伸到了原始体积的十倍，并且膨
体材料含有 70%的空气并具有多孔结构，可以在其中填充辅助材料使其拥有更多神奇的特性，进
而广泛地运用在各行各业。由此，美国戈尔公司发明了 ePTFE 材料，并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将其应
用到了 9 大门类上千种产品中，覆盖了汽车、电子、医疗、服装等众多行业。以下将从 10 个行业
说明 ePTFE 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应用情况：
（1）汽车行业
ePTFE 膜具有极其紧密的网状微孔结构，孔径约为水滴的两万分之一，可阻隔大小低至 1.0μm
的微小水滴和污物颗粒，保证车灯、ECU、电机等不会受到异物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微孔比
空气分子大 700 倍，可以让空气自由通过，从而实现调节车灯内和汽车电子设备壳体内空气湿度
及气压的功能，使汽车电气设备不受外部恶劣环境影响，保持正常工作。
（2）新能源
在新能源发展中，ePTFE 膜及其组件同样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它可以作为驻极体材料，也
可以作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的质子交换膜材料等使用。新能源动力锂电池方面，ePTFE 膜可
以作为电池包泄压阀的核心材料，装置在电池包上以避免电池发热导致气体膨胀使电池鼓包发生
爆炸，在保障电池包内外部气体对流交换的前提下，又可以将粉尘、液体等污染物隔离在外。
金属空气电池是一种新兴绿色能源，是传统电池的理想更新换代产品。金属空气电极属于气
体扩散电极，由 ePTFE 膜、催化膜和集流体组成。ePTFE 膜的主要作用是使空气中的氧气能够连
续扩散到发生电极反应的气液固三相界面上，并且防止电解质向外渗漏。使用优化后工艺制备的
ePTFE 膜，孔径分布更加均匀，可以显著降低空气电极极化现象。
（3）消费电子
2016 年，苹果新款手机 iPhone 7 和 iPhone 7Plus 支持 IP67 防水，三星 S7 edge 通过应用美国
戈尔的 ePTFE 膜实现了最高等级 IP68 防水功能，手机防水功能由此开始受到行业的青睐。随后
OPPO、vivo 以及华为等国产手机厂商开始跟进，在其旗舰机型上推广防水功能，未来智能手机、
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产品防水功能将成为标准配置，ePTFE 膜在该领域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4）电缆及其组件
电缆的应用环境十分多样、复杂。无论是在地面、地下、海洋、空中甚至太空，电缆都必须

保证经久耐用，否则会对电力系统造成重大的影响。复杂多样的应用环境对电缆的机械性能、电
性能以及环境耐受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ePTFE 膜具有较低的介电常数，是电缆的理想绝缘材
料。其独特的多孔结构可以使损耗和失真降至很低的水平，从而使信号可以以近光速的速度进行
传输。不仅如此，ePTFE 膜还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机械柔韧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保证电缆在
严苛复杂的环境中稳定工作。
（5）医疗
ePTFE 膜无毒、无致敏、无致癌等副作用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设备、器械及组织填充材料等
领域。ePTFE 膜具有特殊的微孔结构，人体组织细胞、血管可在其微孔中生长并形成组织连接，
连接后的组织接近人体组织。这种组织生长愈合方式，从医学角度看优于传统的硅橡胶纤维包裹
的组织愈合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ePTFE 膜在整形手术填充、心脏瓣膜手术、小口径人工血管、
创面覆盖材料方面已成功应用。ePTFE 膜已成为医疗上重要的填充物，是目前生物组织替代品最
为理想的材料之一。
（6）航空航天
ePTFE 良好的防水透气性能，使得其在航天等高科技领域也逐渐受到关注和应用。神舟五号、
神舟六号飞船为控制飞船湿度，使用的高效吸湿材料将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收转变为液体，储存在
多孔材料中。为防止液体外泄，同时保证良好的水蒸气透过性，飞船采用 ePTFE 膜制成防护包装
袋，对飞船湿度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在长期空间站的运行中，需要对废水等进行回收，
采用 ePTFE 膜可以对回收的液体进行气液分离，通过水蒸气冷凝来得到净化水。
（7）水净化
ePTFE 材料结构高度对称，不含活性基团，洁净度高，表面能低，表面不易润湿，疏水性强，
只有进行特殊处理才能扩大其应用范围。随着国内外 ePTFE 表面改性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过等离
子体处理、功能单体聚合、化学处理等处理方法，都能有效提高其湿润性和黏结性，以提高 ePTFE
膜的表面能，改善其亲水性。改性后的 ePTFE 膜可使水通过，而水中的微粒子悬浮物被分离，从
而实现了在水净化领域的应用。2019 年 11 月，工信部发布《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
录（2019 版）
》
，将高强度 PTFE 中空膜作为工业废水处理、海水淡化应用示范的重点新材料。
（8）除尘滤料
PTFE 结构高度对称，属于非极性高分子，表面能低。粉尘吸附是由分子间的作用力实现，包
括取向力、诱导力和色散力。对于非极性的 PTFE 表面，不具备形成分子间取向力和诱导力的条件，

只能形成较弱的色散力，粉尘不易吸附在 PTFE 材料上。因此，PTFE 是除尘滤膜的理想材料。
（9）包装
ePTFE 膜及其组件产品具有化学惰性佳、抗紫外线、不易燃、和耐高低温等优异性能，能适
应各种环境气候变化而不影响其性能发挥。ePTFE 膜及其组件产品可应用于工业化学品、农药、
药品和液体包装上，保持压力平衡，避免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因温度或气压变化使包装膨胀或凹陷
而导致产品包装破损问题，同时避免灰尘、水和其他物质进入而影响产品品质。
（10）服装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功能性纺织品尤其是 ePTFE 纤维织物日益受到企业重视。ePTFE 膜经
过裂膜、纺纱、织造，与普通织物通过层压工艺复合后，可制成防水透湿层压织物，具有强度高、
耐久性好、防水透湿、阻燃、抗紫外线、自洁性好等诸多优点。最初的 ePTFE 层压面料是由美国
戈尔公司于 1976 年试制成功的，该面料突破一般防水面料不能透气的缺点，所以被誉为“世纪之
布”。发展至今，美国戈尔出产的面料不仅用于登山、远足、滑雪等各项户外运动，还被广泛地应
用于城市休闲服装，深受广大使用者的喜爱。
（二）主要技术门槛
1、 生产多种不同特性的 ePTFE 膜存在较高的工艺壁垒
由于 PTFE 材料具有耐高温、高润滑等特性，对其进行拉伸延展和加工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最终产成品的良品率、质量水平难以控制。同时，加工形成特定微观孔隙结构的工艺技术难以掌
握，部分特定的微观孔隙结构在改性、复合等加工环节容易被破坏而无法达到预期性能，因此生
产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实践技巧与理论知识，例如：加热的温度、拉伸的速度与倍率、模具的外
观形状、改性复合的工艺细节等，都需要具备大量的试错、改进经验与丰富的理论知识才能掌握，
公司通过技术储备与时间成本在工艺流程上建立起了较高的壁垒。
2、 自主设计生产工装设备的能力是 ePTFE 膜产业化的壁垒
在实验室环境下试制成功的具备某一特性的 ePTFE 膜还需要经过批量生产才能获得大规模产
业化的能力，但 ePTFE 膜生产设备无法通过外购方式直接获得，膜的制造、改性、复合以及应用
组件的主要产线与工艺设备需要自行设计开发，这使得具备独立自主设计、制造生产设备的能力
成为进入行业强有力的壁垒。
3、 定制化、组件化并配合客户长期验证是 ePTFE 膜的应用壁垒
ePTFE 膜作为一种关键的基础性材料，本身难以在下游直接使用，需要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或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出相应的零部件组件或全套解决方案。这要求公司在获得
实际订单前就参与客户的产品设计，并通过客户对公司产品的技术验证。定制化设计与生产能力、
长期技术验证的持续投入以及客户对具有品牌的供应商的信任，也构筑起了较高的进入壁垒。
二、SiO2 气凝胶行业
（一）行业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气凝胶诞生于 1931 年，由 Steven.S.Kistler 在 Nature 杂志上发表《共聚扩散气凝胶与果冻》
标志着气凝胶的发现。也正是 Kistler 首次通过乙醇超临界干燥技术， 制备出世界上第一块气凝
胶——SiO2 气凝胶。
1999 年美国 Aspen Systems 公司承接美国宇航局的课题，
成功制备出纤维复合的气凝胶超级
绝热材料。2001 年正式成立了 Aspen Aerogel 公司进行气凝胶的商业化运作，开始将气凝胶绝热
毡推广应用至航天军工、以及石化领域。气凝胶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商业化产品模型。2003 年全
球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和高性能材料公司 Cabot 通过兼并德国 Hoechst， 掌握了常压干燥制备
SiO2 气凝胶材料的生产技术，成立了气凝胶专业公司，主要产品为气凝胶粉体颗粒，作为涂料添
加剂或采光玻璃中的填充层应用。
近年来气凝胶行业发展迅猛，特别是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对于新兴材料的推广和应用不断
推行积极的引导政策，气凝胶行业进入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产品应用不断扩宽，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技术研发速度加快，尽管国内气凝胶产能迅速上升，但是依然无法完全满足国内需求。尤
其随着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在车载电池持续输出电能之后容易造成高温发热甚至自燃的风险。
传统的隔热材料在电池发热 严重时其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而气凝胶复合材料的出现有望
解决这一痛点。气凝胶作为一种新兴材料，具有优良的绝热阻燃性能，将气凝胶与工程材料复合
而成的气凝胶复合材料具有极为优异的阻燃性能。
（二）主要技术门槛
目前阻碍气凝胶快速推广的制约因素之一是生产成本较高，目前产业化中主要使用的技术是
超临界干燥技术和常压干燥技术。而气凝胶的生产成本主要集中在硅源、设备折旧和能耗三者当
中，硅源主要包括水玻璃和有机硅。有机硅价格较为昂贵，但是纯度高，工艺适应性好，既可以
应用于超临界干燥工艺，也可以适用于常压干燥工艺，目前国内外采用超临界干燥工艺的企业基
本上都是采用有机硅源。水玻璃价格低廉，但是杂质较多，去除杂质的工艺较为繁琐，目前主要
应用于常压干燥技术中。设备折旧方面，因超临界干燥技术设备投资较高，折旧要高于常压技术。

能耗方面，超临界干燥系统耗电要高于常压干燥系统。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公司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突破多重壁垒并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
由于 ePTFE 膜及其组件产品的制造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整个市场中的参与者数量有限，即

使是行业巨头也仅有美国戈尔一家以 ePTFE 材料为核心业务，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例如日东电工、
唐纳森等都仅有部分业务涉及 ePTFE 材料。
ePTFE 膜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每一个细分应用市场都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制化开发。得
益于长期与知名汽车主机厂、配件厂的合作，公司对定制化的开发模式具有丰富的经验，通过长
期不断地试验和探索工艺、自行设计生产所需设备等方式成功跨越了前述多重壁垒，成功掌握行
业先进技术并应用于不同领域，成为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可大规模制造具有多种不同特性 ePTFE 膜
及其组件的供应商。
2、牵头制定行业标准
目前国家暂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 ePTFE 膜生产制造的行业标准，仅有 PTFE 及 ePTFE 膜在部分
应用领域中的标准。作为国内 ePTFE 膜及其组件的领先供应商，公司牵头起草了行业标准《汽车
电气电子设备防护用防水透气组件》
（QC/T 979-2014），标志着公司在该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水平。
随着核心技术产品在消费电子、新能源动力电池、医疗健康、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不断拓展，公司
将在更多的行业应用领域达到先进的技术水平。
3、拥有大量先进的专利技术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长期的研发投入为公司技术水平不断进步提供了支持。
公司已获得授权专利 204 项，其中发明专利 40 项，美国、日本 PCT 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
利 157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处于审查中的专利申请 96 项，全部为发明专利。
4、核心产品主要技术指标已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1）透气栓、透气膜
透气栓、透气膜主要应用于汽车车灯、ECU、微型电机等部位，主要起到防水、防油、压力
平衡的作用。公司能够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定制化生产不同透气量水平的透气栓、透气膜产品。
与此同时，公司产品的渗水压力可以达到 50KPa 以上，防油等级满足最高等级 8 级的标准，技术
指标已经达到行业内先进水平。
（2） 耐水压透声膜

公司的耐水压透声膜具有亚微米范围内互连的高度规则的孔隙结构，通过对 ePTFE 膜微观结
构的改性，其孔径精度达到 μm 级，在阻碍液体进入的同时保留对于空气、气体、声音及热量的
通道作用，插入损耗小于 2dB，耐水压可深达水下 50 米，技术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3） ePTFE 膜复合吸音棉
ePTFE 膜复合吸音棉为公司的原创性产品，通过对 ePTFE 膜的声学特性进行巧妙的运用，将
其与公司的基础吸音棉复合，从而获得优秀的吸音降噪特性。这一高性能复合微孔薄层新材料具
有良好的全频吸音能力，对 100-6,300Hz 频率的噪音均能有效吸收降低。其中，对 3,000-6,300Hz
频率范围内的噪声吸声系数达到了 0.95 的高水平，声压在全频范围内降低了 5-7dB，使大部分噪
音强度降至听阈以下，吸音效果已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4） 干燥剂
公司掌握高性能干燥剂制作配方，干燥剂产品总吸湿率可达 200%，与行业内主要竞争对手
OZO 同类产品处于同一技术水平。同时，公司的干燥剂产品还能够克服返卤问题，实现逆向排湿
等功能，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5） CMD
CMD 是一款在行业中具有颠覆效应的创新产品，通过将高性能的吸雾剂与 ePTFE 膜相结合，
能够为客户提供行业内领先的湿度控制解决方案。相比于竞争对手美国戈尔&AML 的 CMD 产品，
公司的 CMD 无需外接电源驱动使用，在成本和使用便利性上具有更强的优势。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所属行业属于新材料领域的高性能复合材料行业，材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复合材

料最为最新发展起来的一大类新型材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行业发展情况
及未来发展趋势如下：
（1）下游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市场容量逐步扩大，技术领先型材料企业有望步入快速发展期。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消费电子、新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的需求不断扩大，行业将
迎来较快发展期。一方面，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升级，高端消费类电子和乘用汽车产品
升级换代也将进一步提速。而高端消费品领域客户对新型功能防水、透声、透气的防护性和功能
性等多维度系统化解决方案需求将随之增多，服务要求亦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不断拓宽的应
用场景将催生更多新型高端消费品种类，根据客户对产品性能要求量身定做个性化功能性材料将
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将对复合材料生产企业的研发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2）国家政策扶持，国产化进口替代进度加快
目前我国的高端 ePTFE 材料主要依赖于进口，大部分市场被美国戈尔、日东电工、唐纳森、
美国杜邦等外国巨头垄断。以氢燃料电池为例，在多种氢燃料电池技术方案中，目前最适合车用
的就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膜电极是核心部件，在燃料电池电堆中承
担了核心的电化学反应功能，被誉为燃料电池的芯片，而膜电极主要由质子交换膜、催化剂、气
体扩散层构成。随着膜电极国产化的深入，氢燃料电池产业链已基本实现国产化，但产业链中氢
质子交换膜、气体扩散层等核心材料仍依靠进口，质子交换膜基本被国外少数厂家所垄断，自主
研发制造质子交换膜，解决关键性原材料“卡脖子”难题，实现国产化配套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部发布的《“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将高性能膜材料列为材料领域国家
发展的重要方向。得益于国家对相关领域的政策与财政支持，新型材料的国产化进度已加快。在
公司与其他国内优秀企业不断努力下，部分高端 ePTFE 产品已具备国产化的基础，并在核心技术
指标上与进口产品处于同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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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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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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1,728.81

102.10

43,707,604.88

11.76

16.54

减少4.78个百分点

16.40

0.95

1.00

-5.00

0.83

0.95

1.00

-5.00

0.83

5.72

5.36

增加0.36个百分点

5.90

2021年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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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2020年

2019年
425,051,304.4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68,699,005.74

73,854,142.34

68,309,867.14

105,752,22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75,966.83

17,896,106.74

9,450,477.48

22,975,649.53

14,374,623.21

15,038,292.95

8,464,136.72

16,768,428.88

17,963,591.29

13,937,157.08

19,956,271.84

29,613,9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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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5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0

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0

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标记或冻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期末持股数

比例

（全称）

减

量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结情况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股东
股份
状态

性质
数量

0
张云

0

19,511,467

27.87

19,511,467

19,511,467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0

常州赛富高新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0

8,094,724

11.56

0

0

非 国

无

有 法

伙）

人
0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

境 内

-1,790,728

7,029,302

10.04

0

0

境 内
非 国

无

有 法
人
0

邹东伟

0

2,394,716

3.42

2,394,716

2,394,716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0
杨明之

0

2,240,926

3.20

0

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0
昌建忠

0

1,457,335

2.08

0

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0
郭乃强

-216,441

1,283,559

1.83

0

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0
朱鸣钢

0

947,048

1.35

0

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0
李建革

0

732,329

1.05

732,329

732,329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0
井冈山蓝鲸资本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697,632

650,000

0.93

0

0

无

境 内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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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先生、邹东伟先生、李建革先生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为一致行动人。除
此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协议的声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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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661.52 万元， 同比增长 14%；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6,639.82 万元，同比增长 20.13%；每股收益 0.95 元/股。2021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86,301.07
万元，较期初增长 40.3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61,586.97 万元，较期初增长 11.01%；公司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6%，同比减少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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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