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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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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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以网络业绩说明会形式与广大投

资者交流 

时间 2021 年 4 月 29 日 15：00-17：00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陆建平（董事、总裁）、龚菊明（独立董事）、原超（财务总监）、王

珣（董事会秘书）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

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15：00-17：00 在全景网“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举行 2020 年度网络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与投资者互动交流。 

Q1：请问公司今年防疫物资的产品业务如何？ 

答：因 2020 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公司生产销售包括一次

性使用自毁式无菌疫苗注射器等防疫物资产品。随着世界各国积极推

进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公司的疫苗注射器、安全注射器及

安全针等产品的需求将大幅增长。 

Q2：公司对天宜锂业锂电材料业务的发展有何计划？ 

答：公司天宜锂业将会充分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

机遇，大力发展锂电新材料业务。加快完成一期项目的技改工作，确

保全年 2.3 万吨以上产品的产出；加快二期 2.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



项目建设进度，力争 2021 年完成竣工；加快国内外企业认证工作并

开拓正极材料市场；推进智慧型现代工厂进程，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

平，增加开宜锂业综合竞争实力。 

Q3：看到公司 2020 年研发费用增加较多，请介绍一下研发创新

方面的情况？ 

答：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围绕客户、聚集价值，大力发

展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公司产品技术平台和产品线配置，

融合国内外行业技术协会组织的资源及技术优势，丰富产品系列，推

动技术创新转型。 

Q4：公司今年利润分配方案预计什么时候实施？ 

答：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在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才能实施，敬请关注公司后续的相关公告信息。 

Q5：公司有锂电池吗? 

答：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宜锂业主要从事锂电池材料的研发、制造

和销售。天宜锂业一期 2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

竣工。电池级氢氧化锂主要用于制备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 

Q6：请问天宜锂业二期什么时间投产？ 

答：天宜锂业正在加快二期 2.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建设进

度，力争 2021 年完成竣工。 

Q7：今年注射器口罩等防疫用品销量如何，是否有对印度防疫物

品出口？ 

答：公司 2020 年防疫物资营业收入 5.2 亿。公司全资子公司宇寿

医疗生产的自毁式一次性疫苗注射器一直供应印度市场。 

Q8：请介绍一下公司 2020 年的医疗器械业务总体情况 

答：2020 年，公司医疗器械产品的经营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全

年医疗器械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4,144.41 万元（不含防疫物资），较上

年同期增长 4.75%，保持整体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Q9：请介绍一下天宜锂业的二期项目工程进展 

答：随着一期 2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在 2020 年 12 月份顺利



竣工之后，公司天宜锂业也于同期正式开工建设“二期 2.5 万吨电池

级氢氧化锂项目”，同时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7.8 亿人

民币用于加快该项目的建设。目前该项目正按照项目计划稳步实施，

力争 2021 年底竣工，达产后，天宜锂业氢氧化锂总产能将达到 4.5

万吨/年。 

Q10：贵公司与宁德时代，到底是处于什么关系? 

答：公司与宁德时代均为宜宾市天宜锂业科创有限公司的股东。

公司大股东裴振华通过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宁德时代股份，具体信息请参阅宁德时代相关公告。 

Q11：请介绍一下天宜锂业的锂电材料项目竞争力优势 

答：子公司天宜锂业是专业从事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目前拥有 2 万吨/年的产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1、区位优

势。天宜锂业处于长江沿岸，附近的长江港口建成后，能有效降低锂

精矿的运输成本，以及当地水、电、天然气资源较丰富，能有效降低

后续的生产成本；2、客户优势。天宜锂业与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

议书》，开展合作，通过下游订单的连续性，既保证公司能够连续生

产，也能够降低平均生产成本；3、技术优势。天宜锂业的生产设备

和工艺流程布局较为先进，工厂自动化水平较高，项目综合能耗较低，

氢氧化锂纯度、杂质含量等指标品质较高；4、管理团队优势。核心

成员由具有资深专业背景和丰富产业经验的人员组成，核心技术人员

均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基础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应用能力。 

Q12：了解到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87.84%，请介绍一下具体原因 

答：公司稳步推进各项经营计划，一是子公司宜宾市天宜锂业科

创有限公司的锂电材料项目实现量产并销售，其并表带来较大贡献；

二是子公司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注射器产品海内外业务

订单增加，销售规模扩大；三是主营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业务持续稳

定经营，保持了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 

Q13：请问一期已正式投产了还是试生产? 



答：天宜锂业一期 2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

竣工投产。 

Q14：宇寿医疗目前的订单状况是怎么样的？ 

答：公司全资子公司宇寿医疗注射器在手订单充足，也已提前做

好了产能扩张的安排。 

Q15：公司今后主要朝哪个业务着重发展，请回答 

答：公司业务涵盖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医疗器械和锂电材料业

务三大领域。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主业，主要从事

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电子信息制造、医药等

相关行业提供专业配套，是国内领先的静电与微污染防控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医疗器械业务主要涉及安全式、自毁式、高压注射器等一

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医

疗健康行业，业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锂电材料业务系公司 2018 年

11 月与宁德时代等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并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重大资

产重组后纳入合并范围的新涉足业务领域。 

Q16：公司二季度业绩如何？ 

答：关于公司二季度业绩的相关具体内容，请及时关注公司后续

披露的半年报。 

Q17：请介绍一下天宜锂业的二期项目工程进展 

答：随着一期 2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在 2020 年 12 月份顺利

竣工之后，公司天宜锂业也于同期正式开工建设“二期 2.5 万吨电池

级氢氧化锂项目”，同时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7.8 亿人

民币用于加快该项目的建设。目前该项目正按照项目计划稳步实施，

力争 2021 年底竣工，达产后，天宜锂业氢氧化锂总产能将达到 4.5

万吨/年。 

Q18：陆总好，二期建成后，公司的氢氧化锂在国内的产量，能

占据第几的位置，谢谢！ 

答：天宜锂业一期 2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

份顺利竣工，同期也正式开工建设“二期 2.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



目”，同时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7.8 亿人民币用于加快

该项目的建设，力争 2021 年底竣工，达产后，天宜锂业氢氧化锂总

产能将达到 4.5 万吨/年。 

Q19：了解到公司 2020 年投资收益比 2019 年大幅度增长，请具

体介绍一下 

答：公司在本次年度报告期内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天宜锂业，购买

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产

生的投资收益比较多所致。 

Q20：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1317.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73.21%，主是是公司在主营业务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和医疗器械

产品销售及业绩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响应国家号召和地方政府的要

求，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保障疫情相关防护产品的生产供应，上半

年疫情防护相关产品销售额大幅增加，带动了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 

Q21：2020 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如何，疫情对于口罩产品可能

会有大幅需求，后期主营业务能力如何提高？ 

答：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1,317.7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

升 73.21%。公司目前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以

及医疗器械业务，今年起公司的锂电材料业务将会带来新的业务增

长。 

Q22：请介绍一下天宜锂业的锂电材料项目竞争力优势 

答：子公司天宜锂业是专业从事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目前拥有 2 万吨/年的产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1、区位优

势。天宜锂业处于长江沿岸，附近的长江港口建成后，能有效降低锂

精矿的运输成本，以及当地水、电、天然气资源较丰富，能有效降低

后续的生产成本；2、客户优势。天宜锂业与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

议书》，开展合作，通过下游订单的连续性，既保证公司能够连续生

产，也能够降低平均生产成本；3、技术优势。天宜锂业的生产设备

和工艺流程布局较为先进，工厂自动化水平较高，项目综合能耗较低，



氢氧化锂纯度、杂质含量等指标品质较高；4、管理团队优势。核心

成员由具有资深专业背景和丰富产业经验的人员组成，核心技术人员

均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基础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应用能力。 

Q23：请介绍一下公司的防静电超净技术（环境防护系统）在国

内外市场的情况？在同行业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有没有坚固的技

术壁垒？ 

答：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静电与微污染防控集成供应商，防静电超

净技术产品已形成了完整的配套体系和领先的集成供应能力，并通过

技术研发能力和生产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具备了整体方案设计能

力、自主开发能力、产品集成供应能力和快速响应服务能力，通过为

客户量身定制静电与微污染防控一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复

杂多样的需求。提供静电与微污染防控解决方案的能力既是防静电超

净技术产品行业进入的重要壁垒，也是行业内企业获取竞争地位的核

心能力。 

Q24：了解到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87.84%，请介绍一下具体原因 

答：公司稳步推进各项经营计划，一是子公司宜宾市天宜锂业科

创有限公司的锂电材料项目实现量产并销售，其并表带来较大贡献；

二是子公司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注射器产品海内外业务

订单增加，销售规模扩大；三是主营防静电超净技术产品业务持续稳

定经营，保持了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 

Q25：公司计划 2025 年碳酸锂达到 10 吨，请问后续部分公司预

计安排什么时候扩产呢？ 

答：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宜锂业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项目进度。

一期 2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份顺利竣工，同期

也正式开工建设“二期 2.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 力争 2021

年底竣工，达产后，天宜锂业氢氧化锂总产能将达到 4.5 万吨/年。 

Q26：天宜锂业销售情况咋样？ 

答：天宜锂业锂电材料产品主要采用直销方式销售，自一期项目



于 2020 年 12 月份竣工生产销售以来，目前已逐步与产业链下游客户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主要包括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厂商与新能源

动力电池生产厂商，结成了平等、互利、长期的商业共同体。 

Q27：锂矿石的价格不断上涨，公司的采购价格是固定的，还是

随市场行情呢？ 

答：公司的锂辉石精矿的采购价格均在相应的合同中明确，参考

公开发布的同类产品的价格按照约定的公式计算确定。 

Q28：目前天宜锂业的产能是否全部由宁德时代消化? 目前和可

预见的未来, 是否会有其他采购方？预计比重会是多少？ 

答：根据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宁德时代根据

市场和生产经营需求，优先向天宜锂业采购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产品；

天宜锂业优先满足宁德时代采购需求并保障供应。天宜锂业也已经开

发除宁德时代以外的其他下游客户，包括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商和动

力电池厂商等。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