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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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年度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之“四、风险因素”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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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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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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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实施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0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0,000,000元（含税），占公司2021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5.06%；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不送

红股。 

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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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洁特生物 68802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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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长溪 单泳诗 

办公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斗塘

路1号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斗

塘路1号 

电话 020-32811868 020-32811868 

电子信箱 jetzqb@jetbiofil.com jetzqb@jetbiofil.c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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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 

公司是主要从事细胞培养类及与之相关的液体处理类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生物培养和液体处理两大类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

材，并配有少量试剂、小型实验仪器等，涉及逾千种产品。 

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主要包括高等院校的生物实验室，生命科学、医学等研究机构，卫生防

疫系统的各级疾病控制中心、检验检疫机构、药品食品监测机构，各级医院及诊所等医疗机构的

中心实验室，制药企业，生物科技公司等。 

（2）防护类产品 

公司全资子公司拜费尔多年来一直从事防护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医用外

科口罩、KN95 口罩、FFP2 口罩、儿童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正压防护服、正压防护头套、负

压隔离担架等。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1）原材料采购 

公司生产一次性生物实验室塑料耗材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聚苯乙烯（GPPS）、聚丙烯（PP）、

聚乙烯（PE）、滤膜等，主要辅助材料包括纸箱、复合膜袋和包装纸等包材。生产防护类用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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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主要原材料为无纺布、熔喷滤材、纳米纤维过滤膜等。公司采购过程执行 ISO 13485 医疗器

械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并建立了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 

（2）消毒灭菌外协加工 

公司主营的一次性生物实验室塑料耗材的无菌性要求较高，产品包装后须经消毒灭菌处理。

公司采用外协加工方式完成该工序，即产品包装完成后运至具有消毒灭菌能力的公司进行辐照消

毒，然后运回公司仓库备货。 

（3）贴牌采购 

为逐步实现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目标，公司逐步拓展产品系列，除销售实验室耗材系

列外，还提供部分试剂和小型实验设备的销售。对于试剂和小型实验设备主要采取贴牌加工方式。 

2、生产模式 

（1）内销业务 

内销业务方面，公司采取基于“安全库存”的方式组织生产。公司内销业务主要销售自有品

牌产品，为加快交货速度，提高服务质量，公司根据国内市场的历史销售数据、预测销售数据和

在手订单等因素，结存一定量的产成品安全库存。 

（2）外销业务 

外销业务方面，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公司外销客户主要为生物实验室用

品综合服务商和经销商，一次性采购数量大、品类多；不同品牌商对产品的外观、标签、内外包

装要求存在差异。公司一般不进行产成品备货，而是根据订单情况下达生产任务，实行按单生产、

按需生产的模式。 

3、销售模式 

境内销售模式主要为经销和直销。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独家授权协议，授权经销商在特定区域

内独家代理公司指定范围的产品。同时公司依靠洁特自有品牌（JET BIOFIL）知名度和市场口碑

进行市场推广，自主开发部分终端客户，与其直接签订销售合同。 

在海外市场，公司生物实验室一次性耗材产品对外出口至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印

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外销业务下，公司采取以 ODM 销售为主、经销为辅的

销售模式：ODM 模式下，公司通过签订 ODM 生产合作协议，进入知名生物实验室用品综合服务

商供应链，增强在综合服务商的品牌影响力，扩大产品销量，提高市场份额；经销模式下，公司

将目标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在每个区域内综合考虑评估业绩规模、产品种类、销售网络覆盖

及服务能力等情况，筛选经销商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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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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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 

公司主要产品为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行业归属为“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公司产品主要服务于生物医药领域。 

根据《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报告》，生物技术已成为世界科技竞争焦点，生物经济将成为二十一

世纪增长最为迅速的经济领域之一。许多国家纷纷把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确定

为二十一世纪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速抢占生物经济制高点。得益

于下游产业的繁荣发展，全球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的需求未来将保持高速增长。据沙利文

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的统计预测，2018 年全球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市场规模达到

110.1 亿美元，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5.3%。预计未来将以 4.5%的年复合增长率

从 2018 年增长至 2023 年的 137.5 亿美元。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全球对生命科学、医药生

物领域的高度重视和投入力度加大，全球生物实验室一次性生物实验耗材市场规模预计将进一步

增加。 

欧美发达国家生命科学研究及其相关产业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因此全球生物实验室一

次性塑料耗材主要市场需求以欧美为主。亚太地区，尤其以中国、印度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

随着生物技术产业方面新增投资的不断增长，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市场增长迅速，潜力巨

大。 

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相对欧美国家起步较晚，国内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只占全球市

场份额的小部分。但是，中国市场正以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快速增长的生物医药需求逐渐成为生物

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的新兴市场，未来几年中国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将呈爆发性增长。

据沙利文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的统计预测，中国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市场从 2014

年的 42.8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 2018 年的 75.7 亿元人民币，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5.3%。预计中

国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的市场规模将在 2023 年达到 150.8 亿元民币。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爆发，国内对生命科学、医药生物领域的高度重视和投入力度加大，我国生物实验室一次性生物

实验耗材市场规模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我国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行业的生产制造起步较晚，至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没有

国家统一的行业标准，大部分企业生产规模偏小，生产工艺略显粗糙，自主研发能力差，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在这种行业特征下，领先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工艺创新、营销模式创新等成为

行业标准制定者。领先企业通过研发技术、规模化生产、营销渠道、资金实力等方面的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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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性能、成本控制、市场开拓等方面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从而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主要用于细胞培养和收获、生物实验移液、溶液过滤和分离、贮

存等，在生物医药、临床医疗、检验检疫和科研等领域应用广泛；其产品的理化性能和生物性能

以及产品的精准度等直接影响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成败和效率。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实验室

耗材主要采用高分子材料制成，因此高分子材料的改性技术与加工技术是该行业的关键技术。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设立于 2001 年，是国内最早生产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的企业之一，经过 20 余年

的发展，公司不仅掌握了相关的核心技术，而且实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现已成为国内生物实验

室一次性塑料耗材细分领域的领先企业。目前，中国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市场仍然由进口

品牌主导，相对于国际知名品牌的同类产品，公司产品的性能指标并不逊色，但受制于生产能力

与品牌影响力等因素，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与国际知名品牌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公司全资子公司拜费尔成立于 2014 年，在个人防护口罩的研发、生产、销售已深耕多年，并

形成了多项口罩相关的专利。鉴于新冠疫情的爆发，拜费尔积极响应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在报

告期初快速恢复并扩大口罩等防护类产品的生产供应，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役中。同时，公司已承担了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项目，以确保公司未来五年的口罩、防

护服等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保障后续政府部门的防疫物资收储指令，同时推进正压防护服、正压

头套，负压隔离担架、负压隔离仓等新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完善公司生物安全防护和个人防护

用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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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物医药的发展，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基础的细胞培养技术对生物材料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以满足高分子材料与细胞培养的相容性并将促使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企业通过不断提升高

分子材料表面处理和制造生产工艺等技术来契合生物医药对细胞培养不断发展的需求。 

细胞培养技术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促进细胞培养类工具进入医疗耗材领域，并推动

细胞规模化培养的技术创新及生产所需材料和技术的更新迭代。 

（1）材料方面的迭代 

聚苯乙烯、聚丙烯、纤维膜材料仍然是制备细胞培养装置、离心管、移液管、过滤器等耗材

的主要原材料。随着生物技术应用场景在生物医药和医疗健康领域的拓展，产品的预期用途及应

用环境发生改变，相应对产品的理化性能、生物性能等均提出更高要求，产品原料从普通的高分

子材料逐步转向医用级别高分子材料、可生物降解材料等的更高生物安全标准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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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装置的迭代 

部分传统实验室耗材比如普通细胞培养的板、瓶、皿等，由于仍然有应用需求，其产品结构、

实现形式和功能仍保持现有水平。细胞培养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扩展对细胞培养技术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推动细胞培养工具的材料改性和装置升级。 

（3）加工技术的迭代 

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生产加工技术，如注塑、挤出、焊接、包装等，发展相对比较稳

定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主流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动化水平和

设备精密性，释放人工，提升产品品质。 

公司现有核心技术以及未来研发方向在上述三方面均有布局，为公司未来保持技术先进性打

下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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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180,454,882.67 969,709,074.32 21.73 397,374,06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1,819,365.19 796,893,187.84 21.95 348,114,100.66 

营业收入 855,658,196.26 503,933,836.45 69.80 247,495,94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157,975.38 119,371,464.55 43.38 66,153,2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997,459.68 109,567,050.22 57.89 55,332,14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383,765.99 187,566,736.11 18.03 61,018,80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9 16.34 增加3.05个百分点 2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1 1.22 40.16 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1 1.22 40.16 0.8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12 4.74 增加0.38个百分点 5.0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3,974,009.06 225,988,158.57 232,229,837.08 223,466,19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8,051,641.98 44,815,254.33 58,061,420.43 20,229,65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7,006,085.74 51,750,821.31 57,604,790.96 16,635,76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228,119.17 -563,848.92 186,741,527.41 36,434,2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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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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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1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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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袁建华 0 31,004,617 31.00 31,004,617 31,004,617 无 /  
境外自然

人 

JET(H.K.)   

BIOSCIENCE CO., 

LIMITED 

0 12,533,781 12.53 12,533,781 12,533,781 无 /  境外法人 

广州海汇财富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2,041,108 11,680,084 11.68 0 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东盛世润都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青城卓越润都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60,105 5,536,622 5.54 0 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州市麦金顿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2,556,209 2.56 2,556,209 2,556,209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

赫里福德基金－彬元

大中华基金－RQFII 

1,959,464 1,959,464 1.96 0 0 无 /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919,441 1,919,441 1.92 0 0 无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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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领先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4,284 1,694,284 1.69 0 0 无 /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疗服务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53,720 1,153,720 1.15 0 0 无 /  其他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

美世投资基金 1 
1,121,414 1,121,414 1.12 0 0 无 /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袁建华持有广州市麦金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麦金顿”）17.6417%的权益，为麦金顿的普通合伙人，担任麦金顿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Yuan Ye James 为袁建华之子，持有 JET (H.K.) BIOSCIENCE 

CO.,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洁特”)100%的股权；因此，袁建华、香港洁

特、麦金顿具有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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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

量 

表决

权比

例 

报告期内

表决权增

减 

表决权

受到限

制的情

况 

普通股 

特别表

决权股

份 

1 袁建华 31,004,617 /  31,004,617 31.00 0 / 

2 
JET(H.K.)   BIOSCIENCE 

CO., LIMITED 
12,533,781 /  12,533,781 12.53 0 / 

3 
广州海汇财富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11,680,084 /  11,680,084 11.68 -2,041,108 / 

4 

广东盛世润都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共青城卓越

润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36,622 /  5,536,622 5.54 -1,060,105 / 

5 
广州市麦金顿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6,209 /  2,556,209 2.56 0 / 

6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赫里

福德基金－彬元大中华基

金－RQFII 

1,959,464 /  1,959,464 1.96 1,959,464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19,441 /  1,919,441 1.92 1,919,441 /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
1,694,284 /  1,694,284 1.69 1,694,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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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3,720 /  1,153,720 1.15 1,153,720 / 

10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美世

投资基金 1 
1,121,414 /  1,121,414 1.12 1,121,414 / 

合

计 
/ 71,159,636 /  71,159,63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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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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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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了生命科学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深耕服务老客户的前提下拓展了大量

的新客户，并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线，带动了公司的高速发展。报告期在防护类产品销售同比减少

18,993.52 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565.82 万元，同比增长 69.80%；实现营业利润

21,091.36 万元，同比增长 42.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115.80 万元，同比增长

43.38%；报告期末总资产 118,045.49 万元，较期初增长 21.7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7,181.94 万元，较期初增长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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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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