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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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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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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创元科技 股票代码 0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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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微微 陆枢壕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 号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 号 

传  真 0512-68245551 0512-68245551 

电  话 0512-68241551 0512-68241551 

电子信箱 dmc@cykj000551.com dmc@cykj000551.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度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核心业务仍是以制造业为主，主要从事洁净环保工

程及设备、输变电高压瓷绝缘子、滚针轴承、各类光机电算一体化测绘仪器、各类磨料磨具等产品的生产

经营，形成了以“洁净环保”和“瓷绝缘子”为双主业，精密轴承、磨具磨料、精密仪器等多种经营产业

并存的格局。公司拥有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江苏苏净，高新技术企业苏州轴承、

苏州电瓷、苏州一光、远东砂轮、高科电瓷、上海北分，以及宿迁科技等全资、控股企业9家。 

1、洁净环保设备及工程 

①公司的环保业务包括2家公司，分别是江苏苏净和上海北分。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是国内领先的空气净化、节能环保和气体纯化领域技术创新、装备制造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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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主导产品包括空气洁净设备及系统、生物安全设备及系统、节能环保设备及系

统、气体纯化设备及系统，广泛应用于新型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兴产

业，核心产品先后为西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嫦娥、神舟、天宫系列，国家重大疾病防控体系等国家重

点项目配套服务，并出口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用户和社会上拥有良好口碑。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北分专业从事烟气分析及环保气体在线监测领域的技术开发、系统集成。业务主

要包括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生产、销售及为广大用户提供在线监测设备的运维服务，涉及电力、石化、水

泥、钢铁、垃圾焚烧、生物制药、电子半导体等诸多领域。公司在上海、江苏等多地设有运维服务网点，

凭借人才、技术、产品等诸多优势，为不同用户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以及专业的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及其功能用途如下表所示： 

净化系统解决方案 具体功能及应用范围 

一、空气净化类 

1、净化工程 

①洁净室 

适用于集成电路、新能源、精密仪器、光学系统组装等对洁净环境有

要求的行业，同时也可以有效防止药品生产，针剂，输液，灌封等过程的细

菌交叉污染和药品变质。主要控制对象是尘埃颗粒。 

②节能型洁净手术室 
适用于一般及特殊手术室对环境的要求。通过提高净化空调系统的能

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节能效率达20%。 

2、净化设备 

①生物安全柜 

一种箱型空气净化负压安全装置，适用于医疗卫生、生物制药、科研

院校、检验检疫等行业，能防止实验操作处理过程中含有危险性生物微粒散

逸。对0.12微米直径的固体颗粒截留效率达到99.99%。 

②洁净工作台 

可提供局部无尘洁净、无菌工作环境，并能将工作区已被污染的空气

通过专门的过滤通道人为地控制排放，避免对人和环境造成危害。在工作状

态下能保持工作空间内的风速、空气洁净度、噪声、振动和照明等性能参数

满足使用要求，广泛应用于生物实验室、医疗卫生、生物制药等相关行业。 

③风淋室 

一种通用性较强的局部净化设备，安装于洁净室与非洁净室之间。当

人与货物要进入洁净区时需经风淋室吹淋，其吹出的洁净空气可去除人与货

物所携带的尘埃，能有效的阻断或减少尘源进入洁净区。 

3、净化空调 

①空调末端设备 
具有功能组合灵活、高风压、低漏风、防冷桥以及低噪节能等优点，

适用于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化纤纺织、食品等行业。 

②空气能热泵主机 

利用二氧化碳代替氢氯氟烃作为冷媒，可制冷、可供热，具有高能效、

环保的特点，可以在低温地区广泛使用，适用于医疗、食品和化工等行业领

域，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缩短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4、环境检测

仪及系统 

①尘埃粒子计数器

及在线监测系统 

用于测量洁净环境空气内的尘埃粒子大小及数目，产品广泛应用于医

药、光学、化学、食品、化妆品、电子、生物制品、航空航天等领域。 

②粉尘检测仪 

具有颗粒物浓度连续监测、定时采样以及粉尘浓度超标报警等多种功

能。仪器内置鞘气保护气路，防止光学系统受到污染，配合自校功能，测量

稳定可靠。广泛适用于工厂、矿场、建筑工地等场所。 

③口罩细菌过滤效

率检测仪 

采用双气路六级安德森对比采样方法，提高了采样的准确性，专业的负

压生物柜安全工作环境，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高负压工作舱，两级高效过

滤器，100%安全排放。适用于计量检定部门、科研院所、口罩生产企业以及

其它相关部门对口罩细菌过滤效率的性能测试。 

④环保烟气在线监

测系统 

SBF800低浓度颗粒物在线监测系统专业用于低温、高湿工况下的颗粒物

在线测量，现场超低排放认证工况颗粒物检测范围≤10mg/m³；SBF1100烟气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专业用于超低排放低浓度SO2、NOX的测量；SBF1200烟气排

放连续监测系统适用于常规、超低工况的SO2、NOX的测量；SBF1500烟气排放

连续监测系统专业用于垃圾焚烧等行业，可对多达12种烟气组份进行测量；

SBF2100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通过GC+FID技术用于VOCs的在线排放测

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0%E9%83%A8/85755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8%A3%85/48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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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采用以销定产模式生产产品。所需原辅材料由公司采购部门依据生产计划统一采购。国内市场采用

直销、代经销、总包模式，主要是通过招标或报价方式获得订单；国际市场主要通过直销、代工、总包模

式，通过招标或竞价方式获得订单。服务对象主要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食药卫生等行业

以及医院、高校等企事业单位等。 

2、输变电高压瓷绝缘子 

①公司瓷绝缘子业务包括2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是苏州电瓷和高科电瓷。 

苏州电瓷和高科电瓷属于绝缘子避雷器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是各类绝缘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绝缘

子是输变电与牵引供电线路及电器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绝缘子被广泛应用于电力、轨道交通和电器设备

制造行业。根据用途不同，产品分为线路用绝缘子和电站电器用绝缘子。 

产品主要包括：线路用40~840kN交/直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550kN及以下棒形悬式瓷绝缘子、电站和

电器设备用1100kV及以下交流/直流棒形支柱瓷绝缘子、10~145kV线路柱式瓷绝缘子及电气化铁路和城市

轨道交通用瓷绝缘子。 

②采用以销定产模式生产产品。所需原辅材料由公司采购部门依据生产计划统一采购。国内市场采用

直销模式，主要是通过参与招标或报价方式获得订单；国际市场，主要通过地区代理和招标或竞价方式获

得订单。客户主要为国内外的电网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工程总包单位、国内外的铁路运营单位及国内外的

电气设备制造商。 

3、精密轴承 

①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轴承为北交所上市公司。 

二、节能环保类 

1、环保工程 

①纯水制备 

系统包括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器、RO出水脱炭装置及阴阳离子交

换系统，能有效去除水中各类细菌、残留物、重金属离子等有害健康的物质、

更能去除常规手段无法去除的三氯甲烷、氟等致癌致病物。满足了机械、化

工、制药、电子、食品饮料、医院等行业的使用要求。  

②废水治理 

高效去除印染、造纸、光伏、化纤、电镀、冶金等行业排放废水中的

铬、硅、氟化物、酸、碱、悬浮物、有机物、含氮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物质，

实现废水深度处理后回用作超纯水原水及总氮零排放。 

③废气处理 

适用于处理含有烃类、卤代烃、醛酮类、酯类、醚类、醇类等有毒有

害废气，普遍适用化工厂、电子厂、喷漆厂、汽车厂、涂料厂、石油化工行

业、家具厂、食品厂、橡胶厂、塑胶厂等产生异味、臭味、有毒有害气体的

行业。 

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在人口分散地区能很好地解决农村居民分散，收集处理生活污水困难

的问题，在管网铺设不便的地区也能简单地设置，施工简单， 成本较低，

利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2、环保设备 污泥脱水机 
应用在工业废水混凝沉淀污泥、都市下水处理剩余污泥、社区污水处

理污泥、净水场加药凝集污泥等行业领域污泥的脱水、烘干。 

3、环保新材料 

①中空纤维膜 
广泛适用于氨纶化纤、涂装、印染、石油化工、电子电镀、市政生活

污水、中水回用、超纯水工艺等各行各业中。 

②高效复合填料 
适用于化工、印染、造纸、食品、生活污水等行业废水治理；适用于

河道治理、景观水域、初期雨水等微污染水源治理。 

三、气体纯化类 气体（氮、氢、氧等）制取及纯化 

通过空气分离、氨分解、甲醇裂解等途径制氮、制氧、制氢，以及气

体提纯，广泛适用于化工、冶金、钢铁、煤矿、制药、电子、食品、医院等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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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轴承的产品可以概括为滚针轴承和滚动体两大类，苏州轴承生产的滚针轴承产品又可以细分为向

心滚针轴承、推力滚针轴承、单向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滚轮滚针轴承等。 

主要产品及其功能用途如下表所示： 

产品及名称 功能及用途简介 

一、向心滚针轴承 

1、实体套圈滚针轴承 

实体套圈滚针轴承由机加工外圈、滚针和保持架组件以及可分离内

圈组成。该类产品有带挡边、不带挡边、带内圈或不带内圈的滚针轴承

结构形式，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选用。不带内圈的该类轴承，有特

别紧凑的径向尺寸，要求轴的滚道要经过淬硬和磨削。 

此类轴承广泛应用于卡车转向系统、工业自动化、汽车空调压缩机、

工程机械液压泵等。 

2、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主要特点是空间结构小而负载能力较高，主要

用于结构紧凑和壳体孔不宜作为滚道的场合，轴承与壳体孔以过盈配合

方式安装，可省去轴向定位。冲压外圈滚针轴承有穿孔形和封口型两种

结构。 

此类轴承被广泛地应用于汽车变速箱、分动器、增压器、转向系统、

空调压缩机、底盘刹车系统、车桥系统，启动电机，电动工具、工程液

压机构、农林机械等。 

3、向心滚针和保持架组件 

向心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是由塑料或金属保持架和滚针组成的单列或

双列轴承单元，因为其径向截面与滚针的直径相同，可以应用于非常小

的轴与轴承座内部空间。此类轴承承载能力高，适用于高速而且特别易

于安装。 

此类轴承应用于汽车、工业传动、摩托车、工程机械的传动轴和齿

轮箱及连杆轴配置及电动工具等。 

4、其他滚针轴承 
其它各类滚针轴承，包括半圆轴承、直线轴承等含滚针的各类轴承。 

上述轴承应用于汽车、工业传动、工程机械、机床等。 

二、推力滚针轴承 

推力滚针轴承由推力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及推力垫圈组成，如果相邻

零件表面适合作滚道面时，可省去推力垫圈，使轴承在很小的空间下可

获得较高的承载能力。推力垫圈与推力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可实现分离结

构，亦可组合成一体实现非分离结构。 

此类轴承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变速箱、扭矩管理系统、耦合器、空调

压缩机、转向器，电动工具、工程液压机械、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 

三、单向轴承 

1、圆柱滚子离合器和球轴

承组件 

圆柱滚子离合器和球轴承组件由滚柱式离合器和深沟球轴承组合而

成。此类轴承具有定位准确，超越时起动力矩小、振动小、噪音低、旋

转灵活，反向旋转时闭锁可靠、传递扭矩大等特点。 

此类轴承是专门为全自动洗衣机开发的一种组合轴承，同时还适用

于传递高扭矩的转换器和止回装置。 

2、冲压外圈滚针离合器 

冲压外圈滚针离合器由薄壁冲压外圈、塑料保持架、弹簧及滚针组

合。冲压外圈内径面上具有夹紧滚针的斜面。塑料保持架上装有金属弹

簧，塑料保持架保持滚针运动正确，滚针则起夹紧元件作用。此类轴承

具有最小径向截面高度。 

此类轴承常用来传递高扭矩，可作为转换器、止回装置及超越离合

器。 

四、圆柱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根据轴承滚动体的列数不同，可分为单列、双列和多

列圆柱滚子轴承。此类轴承刚性强，径向承载能力大，受载荷后变形小，

根据套圈挡边的结构也可承受一定的单向或双向轴向负荷。 

此类轴承大多应用于变速箱、空调压缩机、大中型电动机、内燃机、

轧钢机以及起重运输机械等。 

五、滚轮滚针轴承 
滚轮滚针轴承由较厚的外圈、滚针和保持架组件组成，滚轮的外径

面呈现圆柱形和弧形，除了能承受高的径向载荷外，还能承受例如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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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苏州轴承的主要经营模式主要包括研发模式、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和盈利模式。 

（1）研发模式 

苏州轴承具有完善的自主研发体系，坚持自主创新为主的研发模式，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

苏省高性能精密滚动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重点企业研发机构”和“江

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相应平台和资质。 

苏州轴承在掌握轴承制造及相关加工工艺核心技术和多项知识产权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和研发不同产

品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注重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客户同步开发能力不断增

强。 

（2）采购模式 

苏州轴承的采购主要分主材和辅料两大部分，由采购部负责统一采购。营销部根据订单通过ERP提交

给生产制造部，生产制造部通过MRP运算出《物料投料计划》，经生产制造部部门负责人确认后下达采购部，

采购部依据《物料投料计划》，结合供应商物料库存与生产周期等编制《采购计划》，经采购部部长审核，

分管领导批准后实施，采购员按《采购计划》进行常规采购。 

在供应商选择方面，苏州轴承优先考虑客户指定的供应商，如客户无特殊要求，则从苏州轴承原有的

《合格供方名单》中进行选择。苏州轴承按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建立供应商管理控制制度，采购部每月汇总

质量保证部、生产制造部、财务部与采购部对供应商的绩效考核数据，然后将考核结果进行汇总，形成《供

方综合评价信息反馈单》，并根据评价结果对供应商进行合理选择和调整。每年年终，苏州轴承按照《供

方评定和管理程序》和各供应商绩效考核结果对供应商进行年度综合评价，评价出《合格供方名单》计入

供应商档案，并每年与其签订新的采购供货协议和质量协议。 

（3）生产模式 

苏州轴承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按苏州轴承《生产过程控制程序》文件要求，组织生产活动。

生产计划的运作，严格执行《生产计划管理规范》的流程，每年末苏州轴承营销部将下一年度《年度销售

大纲》提供给生产制造部、采购部、工程技术部、质量保证部等相关部门，分别进行产能策划准备；每月

公司营销部会将客户确认的滚动订单录入ERP系统并将后期滚动预测发送给生产制造部，生产制造部根据

系统订单情况和后续预测情况进行排产，制定并下达各生产车间的生产作业计划。 

 

轻微的不对中缺陷、歪斜运行或短时冲击产生的轴向载荷。 

此类轴承应用于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的发动机、电动工具、纺机、

农机、印刷机械、工程机械及自动仪表等。 

六、滚动体 

滚动体是滚动轴承中必不可少、核心元件，可承受较大的负荷，可

将相对运动零件表面间的滑动摩擦改为滚动摩擦，提高使用性能。 

苏州轴承的滚动体主要包括圆柱滚子、滚针及各类销轴，主要用于

各类轴承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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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售模式 

苏州轴承的市场销售工作由营销部负责，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营销部负责国内和国外业务的拓展并

及时对存量客户进行跟踪服务。 

苏州轴承与重要客户签署了框架协议。在框架协议约定的范围内，客户根据需求情况下滚动订单，苏

州轴承根据客户的订单情况安排生产以满足客户对交货时间和质量的需求。部分客户发货验收合格后可以

直接结算，还有部分客户采取VMI模式，需要在客户所在地租赁客户指定的第三方管理的物流仓库或者在

客户的自有仓库保持安全库存，客户按照其生产计划随时从指定仓库中领用产品，领用后进行结算。 

（5）盈利模式 

苏州轴承凭借自身的研发实力和技术积累，为不同客户提供满足其需求的高品质滚针轴承系列产品，

并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撑和售后服务，从中获取收入及利润。苏州轴承采取订单式生产模式，降低了企业盲

目生产所带来的营运成本占用，实现盈利的最大化。 

苏州轴承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滚针轴承及滚动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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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元） 3,697,386,523.19 3,213,346,174.94 15.06 3,237,263,43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897,338.11 116,673,578.73 -6.66 112,904,82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2,060,927.36 95,399,910.73 -3.50 98,568,83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8,697,234.38 206,102,444.52 30.37 282,617,26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9 -6.90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9 -6.90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8 6.31 -0.73 6.66 

项  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元） 5,440,656,558.30 5,000,387,466.07 8.80 4,638,704,06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85,122,395.76 1,916,300,135.67 3.59 1,792,124,318.9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21,690,124.88 919,957,604.33 845,825,708.99 1,009,913,08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48,989.26 39,549,329.88 18,985,061.62 16,713,95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69,528.28 33,713,181.86 14,459,338.80 14,318,87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59,546.90 -18,038,154.47 11,749,330.09 266,226,5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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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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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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上一月末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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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7 143,125,054 0 - - 

徐  东 境内自然人 4.998 19,994,706 0 - - 

袁仁泉 境内自然人 4.02 16,089,562 0 - - 

王柯华 境内自然人 2.33 9,335,650 0 - - 

张  铂 境内自然人 2.19 8,774,239 0 - - 

刘尚红 境内自然人 1.59 6,366,663 0 - - 

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 5,808,934 0 - - 

刘尚军 境内自然人 1.03 4,114,830 0 - - 

罗伟明 境内自然人 0.99 3,943,800 0 - - 

张  铱 境内自然人 0.95 3,790,25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1、个人股东徐东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00 股，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

持有 19,994,606 股，共计持有 19,994,706 股； 

2、个人股东袁仁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900 股，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

账户持有 16,084,662 股，共计持有 16,089,562 股； 

3、个人股东王柯华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12,100 股，通过中国国际金融信用交

易担保账户持有 9,223,550 股，共计持有 9,335,650 股； 

4、个人股东张铂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774,239 股； 

5、个人股东罗伟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31,800 股，通过招商证券信用担

保账户持有 3,212,000 股，共计持有 3,943,800 股； 

6、个人股东张铱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0,100 股，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

持有 3,770,150 股，共计持有 3,790,2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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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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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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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收购上海北分股权及进展情况 

公司与徐颖、贺继红、上海北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分合伙”）、上海北分于2020年12

月21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收购徐颖、贺继红以及北分合伙持有的上海北分合计17,050,001股

股份，占上海北分股份总数55%，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定为8,239万元。公司于2021年12月06日完成了此

次收购的全部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2021年02月18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上海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ls2021-A02）以及刊载于2021年12月07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完成收购上海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ls2021-A58）。 

（二）公司换届事项 

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期公司进行了换届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0日召开了职工大会，会议选举徐希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沈伟民先生、周成先生、胡增

先生、俞雪中先生、荀书斌先生、陆科杰先生、包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梁俪琼

女士、顾秦华先生、葛卫东先生、袁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张宁先生、张国辉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至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已全部经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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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非职工监事和 1名职工监事）已全部经选举产生。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沈伟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选举周成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并选举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

人。公司聘任周成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胡增先生、俞雪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鲁斌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聘任周微微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张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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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签章页）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伟民 

2022年 0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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