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31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光大证券：赵乃迪；源峰基金：陈元君

会议时间 2022年 11月 17日 10:00

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余燕飞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苏敏

证券事务代表：潘超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一、公司介绍

北京同益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

年，公司是国内首批掌握全套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生产技术和较早实现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业化的

企业之一，拥有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行业全产业链

布局。

公司产品包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无纬布及

防弹制品，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2020

年，公安部组织的“警盾-2019”全国防护装备公开

比测活动中，公司的防弹衣和防弹头盔分别在比测活

动中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在行业内具有领先优

势。2021年 1月 22日，公安部组织的“警盾-2020”

全国警用防刺服挑战赛中，公司防刺服在满足防刺标

准的情况下，重量、厚度和柔软度3个指标在比测活



动中均获得第一名。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具有超高强度、超高模量、

低密度、耐磨损、耐腐蚀等优异性能，应用领域广泛。

近年来，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品正在由中高端领

域向一般产业领域延伸，逐步进入一些新的民用领

域，如家用纺织、体育器材等，在民用领域市场具有

较大的发展潜力。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突出，曾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北京市专利示范单

位等殊荣。公司十分重视海外市场发展战略，凭借齐

全的产品类型和卓越的产品质量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

可，建立了成熟稳定的销售渠道，积累了数量众多的

优质客户。目前，公司客户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

区。

未来，公司将立足高强 PE，超越高强 PE，以科

技创新和国际化为导向，提供特种纤维及安全防护领

域整体解决方案，做行业的领导者，建设成为国际知

名的新材料科技公司。

二、问答环节

Q1.公司产品各应用领域的增速有多少？

答：防弹产品的增速较高，其他的应用领域也存在

10-20%的增速。

Q2.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对其他材料的替代情况怎

么样？

答：以芳纶纤维而言，在防弹领域基本替代了芳纶，

仅余头盔部分还未完成替代，英美等发达国家高端产

品已经完成了替代，国内正处在研制阶段，且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纤维更轻、性能更好，未来替代会成为趋

势。

Q3.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价格对替代进程影响大



吗？

答：价格因素影响不大。

Q4.防弹产品的采购周期是多少？订单的趋势如何？

答：目前防弹产品的使用周期约为 5年，并且存在使

用消耗，有持续补充库存的需求。订单趋势较好，公

司并购也是为了扩大产能，满足订单需求。

Q5.募投项目中无纬布的进展如何？

答：按计划加速推进中，明年年底募投项目的 2000

吨无纬布产能将陆续释放。

Q6.优和博的产能情况怎么样？

答：优和博已取得年产3,000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

维项目的建设手续，第一期 1000吨产能已达产；第

二期 1000吨产能设备已经订购，预计明年上半年实

现产品产出；第三期 1000吨会加紧推进。

Q7.优和博产品的同质性怎么样？

答：目前类似的产品性能接近。

Q8.之后产品结构会调整吗？

答：公司会优先保证国内防弹产品和出口产品的需

求，会根据情况适时调整产品结构。

Q9.外销占比多少？

答：外销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在 60%左右。

Q10.防弹产品的需求怎么样？海外的需求怎么样？

答：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复杂，各国都有较高的需

求。

Q11.公司会采购芳纶吗？是国外还是国内采购？

答：会根据客户需求，采购部分芳纶纤维，进行芳纶

无纬布加工，芳纶纤维国内国外都有供应商供应。

Q12.毛利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答：毛利率提高有多种原因：去年能源涨价后，公司

调整了价格；公司以美元定价，汇率变动带来正向影



响；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增加。

Q13.新进入者的竞争壁垒如何？

答：目前行业规模不大，不排除有新进入者进入的可

能，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壁垒。但同益中有先发优势、规

模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

力。

Q14.汇率走向如果发生变化，对公司毛利率影响大

吗？

答：从历史数据来看，毛利率没有随着汇率有过大幅

度的波动。

Q15.公司目前收购了优和博，那未来的战略规划是怎

么样的？

答：作为国投集团的新材料产业平台，公司会根据市

场需求的情况，会选取具有科创属性的、能产生协同

效应的优良标的。

Q16.公司扩产速度较于同业稍慢，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公司历次新增生产线存在着生产技术迭代的内部

逻辑，不会盲目扩产，增加闲置的落后产能会对成本

控制带来负面影响。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11月 17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32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海通证券：李博；国盛资本：李维刚，顾卫平，陈

凌，马天啸，张泽华

会议时间 2022年 11月 17日 13:30

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余燕飞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苏敏

证券事务代表：潘超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一、公司介绍

公司是国内首批掌握全套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生产技术和较早实现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业化的

企业之一，拥有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行业全产业链

布局。公司产品包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无纬布及

防弹制品，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具有超高强度、超高模量、

低密度、耐磨损、耐腐蚀等优异性能，应用领域广泛。

近年来，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产品正在由中高端领

域向一般产业领域延伸，逐步进入一些新的民用领

域，如家用纺织、体育器材等，在民用领域市场具有

较大的发展潜力。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突出，曾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北京市专利示范单



位等殊荣。公司拥有境内专利授权 46项，其中29项

为发明专利；拥有境外专利授权 21项，全部为发明

专利，主持起草首个行业标准。公司十分重视海外市

场发展战略，凭借齐全的产品类型和卓越的产品质量

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建立了成熟稳定的销售渠

道，积累了数量众多的优质客户。目前，公司客户遍

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季度公司保持了环比增长的趋势，第四季度

相对稳定，预期较好。

二、问答环节

Q1.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目前对芳纶的替代情况？

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防弹领域基本替代了芳

纶，仅余头盔部分还未完成替代，英美等发达国家高

端产品已经完成了替代。

Q2.价格上芳纶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差异大吗？

答：和芳纶比，高端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价格更

高，低端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价格较低。

Q3.同行业公司披露的扩产规模都比较大，公司有什

么考虑？

答：公司一直坚持稳中求进的理念。公司的扩产与技

术迭代相匹配，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

Q4.公司的竞争优势？

答：同益中深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行业多年，作

为行业头部公司，有先发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

规模优势。公司是国内首批掌握全套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纤维生产技术和较早实现产业化的企业之一，拥有

全产业链布局；公司有深厚的市场积淀，客户粘性较

高，有较高的市场壁垒；公司持续进行技术迭代，专

利布局完善，打破垄断格局，大幅提高海外知名度；

公司经营现金流量稳健增长，未来的产能逐步提高，



规模优势显现。因此，公司有较强的竞争力，新进入

者形成竞争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

Q5.干法和湿法的技术路线有什么区别？

答：国内基本都是湿法纺丝，干法比较少。海外龙头

企业荷兰帝斯曼专利集中在干法工艺，美国霍尼韦尔

使用湿法工艺，两种工艺各有千秋。

Q6.未来其他领域有没有较有前景的应用？

答：海上护栏、深海养殖网箱、水泥增强、雷达罩等新

应用领域都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Q7.碳纤维目前的原料已经完全自主化，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纤维粉料还没有完全的自主化，未来整个产业

链成本下降的空间和速度怎么样？

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粉料供给非常充足。目前

来看成本下降的空间不会很大，公司更注重工艺流程

的优化。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11月 17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33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富国基金：孙萌；国泰君安：李旋坤

会议时间 2022年 11月 23日 10:00

会议地点 腾讯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黄兴良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苏敏

证券事务代表：潘超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一、问答环节

Q1.去年和今年的产量分别是多少？

答：去年产量约 3400吨，今年产量会有增长。

Q2.今年收入有增幅的原因是什么？

答：收入同比增长的原因有：产量增加；产品结构

中复材产品比例增加；产品价格上涨。

Q3.去年和今年复材产品的产量是多少？

答：由于复材产品规格不同，一般不统计产量而是

统计收入。

Q4.公司复材产品和纤维的比例是多少？

答：从收入上来说，复材占比 50%多，接近60%；纤

维占比 40%左右。

Q5.复材产品中，内销和出口的比例是多少？

答：目前账面上看各占约 50%，由于部分贸易公司会

从公司购买后出口，没有详细数据，总体是以出口



为主。

Q6.结合公司自身的扩产、收购行为，是否说明公司

对未来的订单比较有信心？

答：公司的扩产及收购更多的是基于总体战略的考

虑，而不是临时应对市场。收购优和博可以形成市场

互补、战略互补、国资和民资理念的互补，实现将竞

争对手产能转换为自有产能。

Q7.山东基地目前是什么情况？租期有多久？

答：公司派驻了十余名技术人员在山东基地进行技

术改造、人员培训，并输入管理理念。租期目前还会

持续，中长期会根据市场和自身产能情况决定。

Q8.公司预计明后两年订单增长快的是哪部分产品？

答：公司目前看好复材市场，募投项目主要也是复

材产品。

Q9.北京基地和山东基地明年产量大概能提升多少？

答：目前公司在加快无纬布产线建设，明年预计可

增加 20%以上的产量。

Q10.产品对芳纶的替代情况怎么样？

答：芳纶已有70年左右的历史，目前在南美、俄罗

斯有部分需求。防弹衣方面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全

世界的占比已经超过约 90%；头盔方面中国基本为芳

纶材料，美国、英国已经开始使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材料，中国也在做相关的研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材料更轻，头盔作为信息化载具有轻量化需求，未

来会有很大的替代空间。

Q11.现在民品有哪些领域？公司预计哪些领域增长

最大？

答：目前民品广泛应用在防割手套、绳缆、海洋工程、

深海养殖、远洋运输、休闲渔具、凉感织物等领域。公

司在中国看好水泥增强领域，量大面广；深海养殖、



海洋牧场、深海钻井平台等领域也有较大潜力；纺织

领域也有一定发展空间。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11月 23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34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国泰君安：李旋坤；嘉实基金：陈景诚、苏文杰     

会议时间 2022年 11月 24日14:00



会议地点 腾讯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黄兴良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苏敏

证券事务代表：潘超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一、问答环节

Q1.公司的历史沿革是怎么样的？

答：公司成立于 1999 年，由中纺投资和上海中纺出

资设立，公司的发展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9

年-2009年，2009年公司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实现了技术突破；第二阶段为 2009年-2017年，

打破同行业国际巨头的市场封锁，为公司、同行堂堂

正正走出国门创造了条件；第三阶段为 2018年-2021

年，公司处于盘整阶段，2018 年进行股份制改

革，2019 年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2021 年科创板上

市，实现了机制突破；目前是第四个阶段，是全面突

破的阶段。

Q2.董事长全程参与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吗？

答：董事长自公司设立开始就在有限公司任职，全程

参与了公司的发展历程。

Q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度如何？

答：国投集团非常重视和支持同益中的发展，将公司

定位为新材料产业整合平台。作为科创板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实际控制人依法履行义务。

Q4.公司目前有股权激励机制吗？

答：截至目前公司 2019年和 2021年均实施了员工股

权激励。

Q5.公司的研发中心设在哪里？

答：公司的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基地，北京人才聚集度

更高，对技术研发更有利。

Q6.公司的募投项目进展如何？



答：公司的技术迭代与扩大产能是相互匹配的，目前

技术迭代基本完成，募投二期项目已经开工。

Q7.从全球来看，公司的技术水平在行业中处于什么

位置？

答：客观来讲，公司处于中间的位置。公司在国内为

第一梯队，但与国外产品在性能上仍有 10%左右的差

距，国外龙头企业的产品稳定性更高。

Q8.在行业中，公司的技术路线有什么特色？

答：公司干法、湿法路线都尝试过，认为对于我们来

说，湿法是最佳路线。公司在 2007 年实现了集成创

新，首次将前纺、后纺设备进行了系统集成，公司掌

握关键器件和工艺包，大幅提高了产能，与国外的单

线产能迅速拉近，成本大幅下降，公司每次扩产技术

也均有迭代。

Q9.设备方面还有其他的创新空间吗？

答：在速率方面未来还会有很大的空间，目前是将设

备变大，未来设备会向高效高速的方向发展。

Q10.设备是关键环节吗？是否实现了国产化？

答：设备是关键环节，目前基本实现了国产化，设备

能够通过创新迭代提升性能降低成本。

Q11.收购新产能的考虑是什么？ 

答：目前行业集中度比较低，公司希望整合竞争对手

的产能，提高集中度，降低竞争强度，节省建设周

期，优化市场和产品布局。

Q12.公司目前及未来的产能有多少？

答：目前纤维产能 3320 吨，无纬布产能 800吨，公

司会根据募投项目按计划扩产，预计纤维增加 2240

吨，防弹制品增加 2000吨。优和博现有 1000吨产

能，第二期 1000吨的设备已经订购完成，预计明年

上半年可以实现产品产出；第三期 1000吨会加紧推



进。

Q13.原材料是否有卡脖子问题？

答：原材料的成本占总成本 20%多，占比较小，公司

的客户相比于价格来说更关注稳定性。并且原材料供

应充足，国内也有三四家厂家可以供应，公司有切换

原材料的能力，不会有卡脖子问题。

Q14.行业中是否有同时制造原材料的公司？

答：目前没有。公司自身定位是高分子新材料公司，

公司会随时关注市场情况，寻找优质标的。

Q15.公司对未来的订单情况怎么看？

答：短期内，市场会有现实需求和补充库存的需求；

疫情期间各国政府的采购需求会陆续释放；订单覆盖

范围有限，许多海外市场待开发。总体来说，持续看

好。

Q16.防弹制品的占比有多少？

答：收入方面，去年占比30%左右，今年接近60%。

Q17.未来的新增的产能会不会在市场上产生激烈竞

争？

答：行业存在一定壁垒，公司具有技术优势、市场优

势、先发优势，同益中欢迎良性竞争，共同把产业做

大做强。

Q18.公司如何看待未来的发展空间？

答：未来下游领域会有很多空间，水泥增强领域量大

面广；深海养殖、海洋牧场、深海钻井平台等领域也有

较大潜力；纺织领域也有一定发展空间。但目前这些

领域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技术突破会带动应

用领域的发展，双向开发会越来越快。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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