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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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线上投资者 

时间 2021 年 04月 02 日 星期五 下午 2:00 至 4:00 

地点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桐路 37号创元科技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刘春奇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周成明先生；独立董事

顾秦华先生；财务总监鲁斌先生；董事会秘书周微微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董事长刘春奇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周成明先生；

独立董事顾秦华先生；财务总监鲁斌先生；董事会秘书周微微

女士参加了此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业务发展情

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主要问题如下： 

1、尊敬的刘董事长，你好，做为一名创元的投资者，持

有关注很多年了，从苏物贸曾经的辉煌，到创元拥有苏净、苏

轴、高压绝缘等诸多公司，但资本市场为何不认可？做为江苏

经济发达的国企，这么多年发展的太慢，公司核心竞争力是那

些？国家在公开征集大气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治理先进技

术，公司是否有意参予并入选。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碳中和，

公司在那些方面能够参予并受益。谢谢 

董事长 刘春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

支持、关心和关注。公司一直以来，以“集聚主业、做优做强、



资本裂变、回报股东”为经营理念，克服了新冠疫情等种种困

难，在党组织和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稳健发展，经营业绩逐

步攀升，资产质量稳步提高。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公

司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跟踪

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做实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寻找高技术来源

和合作伙伴，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谢谢！ 

 

2、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董事长 刘春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心。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公司海外出口业务受其影

响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公司将密切关注海外局势发展，

妥善制定应对措施，同时持续深化体系改革、健全营销体系，

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谢谢！ 

 

3、公司哪些业务方向是未来公司发展的重点。 

董事长 刘春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心，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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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洁

净环保”和“瓷绝缘子”为公司的双主业。谢谢！ 

 

4、在当前环境保护行业领域公司是如何发挥核心竞争力

去参与竞争的？ 

董事长 刘春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心，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拥有丰富的研发平台和优质的

研发人才，其中包括市级先进技术研究院、省级院士工作站、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多个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目前江苏苏净拥有博士 7 名，硕士 70

余名，省六大人才高峰、333 高层次人才、姑苏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技术能手等 32 名。2020 年江苏苏净申报各级科技项目，

并获授权专利 57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以及国际 PCT 授权

专利实现零的突破。2020 年江苏苏净针对国产芯片等高端领

域发展需求，研制完成 0.1 微米 1级超净室集成系统。江苏苏

净将以持续的投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来面对当下环保行业的

竞争。谢谢！ 

 

5、“资本裂变，回报股东”，是创元的经营理念，也是创

元作为投资控股型企业，真正的核心价值。希望公司加强市值

管理，做大做强，并且利用上市公司融资渠道优势并购有潜力

的公司，为投资者谋福利。 

董事长 刘春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

心。谢谢！ 

 

6、公司目前业绩情况如何，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情况如

何？ 

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成明：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心。2020 年公司克服了新型冠状疫情的负面影

响，经济运行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营业收入 32.13 亿

元，同比下降 0.74%；实现利润总额 2.26亿元，同比增长 4.9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667.36 万元，同比增长 3.34%；

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9,539.99 万元，同比下降

3.21%。报告期净资产收益率为 6.31%。每股收益 0.29 元。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 50.00 亿元，同比增长 7.80%；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9.16 亿元，同比增长 6.93%；资产负债率

为 46.97%，比上年下降 1.40 个百分点。 

公司重点子企业江苏苏净、苏州电瓷、苏州轴承均保持良

好的发展态势。其中江苏苏净、苏州电瓷持续增长，江苏苏净

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49%，净利润同比增长 6.04%；苏



州电瓷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15%，净利润同比增长

32.00%。谢谢！ 

 

7、公司的特高压类产品目前已经应用到哪些领域？ 

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成明：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心，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电瓷主营业务是各类绝

缘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苏州电瓷生产的输变电高压瓷绝缘

子产品主要服务于输变电超特高压线路、高速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电站电气等领域。主要产品为线路用 40k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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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kV～145kV线路柱式瓷绝缘子及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接触网用各种结构瓷绝缘子、363kV～800kV 特大型套型瓷绝

缘子，为国内大规模生产输电线路用瓷绝缘子以及电站用瓷套

的综合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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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8、疫情期间，公司量产救护车负压隔离装备和口罩检测

设备，请问这部分给公司带来了多少收入？2021 年，高层是

否有制定规划维持此项收入？ 

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成明：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心，新冠疫情期间,公司全资子公司量产的救护

车负压隔离装备和口罩检测设备为抗击疫情贡献了力量。相关

产品对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影响均较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谢谢！ 

 

9、请问高层，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如何？ 

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成明：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心，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敬请您以公

司披露的信息为准，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谢谢！ 

 

10、公司 2020 年相应的分红方案什么时候实施？ 

财务总监 鲁斌：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心。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667.36 万元，

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5,858.63 万元。提取 10%法

定盈余公积金 585.86 万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5,272.77

万元。母公司 2020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27,109.65 万元，加

2020 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5,272.77 万元，2020 年期末未分配

利润余额为 32,382.42 万元。 

为了维护股东权益，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2020 年度拟

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00,080,405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 4,000.80 万元；分配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28,381.62 万元，结转以后年度。公司 2020 年度不送股，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20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方案需经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谢谢！ 

 

11、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中一季度业绩下滑明显，今年第

一季度业绩情况如何？ 

财务总监 鲁斌：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心。2020 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业绩有所下滑。疫情

已经对国内外经济、各行各业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敬请您以公司披露的信息为准，公司信息

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



券时报》。谢谢！ 

 

12、请介绍下贵公司苏州轴承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财务总监 鲁斌：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

心。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轴承主要业务是轴承及滚动体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苏州轴承主要产品有滚针轴承、推力滚针轴

承、圆柱滚子轴承、单向轴承、滚轮滚针轴承和滚动体等系列

产品。轴承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扭矩

管理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和空调压缩机等重要总成，同

时还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高端装备、机器人、工程机械、减速

机、液压传动系统、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纺机、农林机械、

国防等领域。 

2020 年苏州轴承实现营业收入 43,503.40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0.66%；实现净利润 6,381.90 万元，谢谢！ 

 

13、问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来

都没有机构和基金到公司调研，还是公司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及

时披露？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心，公司努力加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工作，积极对待机

构、个人投资者的咨询及调研，并认真考虑中小投资者所提的

合理意见和建议。谢谢！ 

 

14、公司 2020 年收购了上海北分，请问公司收购上海北

分后的表现如何？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心。公司收购的上海北分系新三板基础层挂牌公司，主

要从事环保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广大客

户提供在线监测设备的运维服务。目前公司已完成第一次股权



转让事项，待收购完成后，将持有上海北分的 55%股份，公司

收购上海北分部分股权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通过产品互

补、市场互补，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做大做强公司洁净板块。

谢谢！ 

 

15、新冠病毒疫苗已批量生产，请问贵公司是否做 p3 实

验室业务？另外生物安全柜销售情况如何？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心。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是国内领先的洁净环保领域

技术创新、装备制造和工程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江苏苏净

具有 BSL-3生物安全实验室专业设计及系统建设能力，该实验

室系统目前主要应用于医疗卫生、生物制药、检验检疫等领域。 

生物安全柜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下属子公司苏净安泰

的产品之一，可用于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生物安全

柜能有效地防止有害悬浮颗粒、气溶胶的扩散，对操作人员、

实验因子和环境提供安全防护。新冠疫情期间,公司的生物安

全柜产品为抗击疫情贡献了力量。生物安全柜相关产品对公司

的营收和利润影响均较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谢谢！ 

 

16、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独立董事 顾秦华：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心，关于国家提出的“碳达峰与碳中和”国家战略目标，

扩展了相关产品的应用市场，促进了相关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

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政策动态，紧抓环保行业发展机遇。

目前具体政策仍未落地，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谢谢！ 

 

17、请问子公司苏净的气体纯化设备以及相关技术可以应

用于氢能领域吗？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心，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拥有应用于工业领域制氢

设备及系统的生产制造能力，主要是甲醇裂解制氢和氨分解制

氢，其应用于电子信息、钢铁冶炼、化工化纤、食品医药等领

域。谢谢！ 

 

18、公司是否有股权激励计划？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心，公司目前暂无股权激励计划，谢谢！ 

 

19、公司是否考虑进行收购、并购等运作？策略如何？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心，资本运作是上市公司市值提升和价值管理的重要途

径。通过资本运作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效

益，从而促进上市公司实现快速发展。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公司将结合自身情况及政策导向积极寻求发展机遇，促进企业

融资发展。谢谢！ 

 

20、请问公司在客户与品牌方面具备哪些优势？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心，公司各下属子公司坚持实施品牌战略，通过分析和

把握行业的发展趋势，推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传递及资源整

合。凭借多年的市场开拓和沉淀，各子公司产品已经在客户中

得到广泛的认可，市场占有率呈不断提高趋势，形成了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品牌效应。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研发实力及行业经

验，产品性能、功能、可靠性和稳定性等方面不断提升，能够

与下游客户共同进行针对性的产品开发，满足下游客户功能

性、差别化的产品需求，从而与下游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

系。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及良好的品牌效应不断赢得了下



游厂商的信赖，为各子公司在市场份额占有上进一步扩大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谢谢！ 

 

21、最近一期的股东人数是多少？ 

董事会秘书 周微微：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心，截止至 2021 年 2 月 28日，公司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29,137 人，谢谢！ 

 

22、祝愿公司在十四五期间稳定发展，高质量发展，做大

做强主业，未来可期！ 

董事长 刘春奇：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

心。谢谢！ 

 

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沟通，严格 

依照信息披露相关管理制度及规定执行，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未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 

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04月 0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