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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8              证券简称：长盛轴承               公告编号：2022-017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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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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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7,22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盛轴承 股票代码 3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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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寅 戴海林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鑫达路 6 号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鑫达路 6 号 

传真 0573-84183450 0573-84183450 

电话 0573-84182788 0573-84182788 

电子信箱 sid@csb.com.cn daihl@csb.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自润滑轴承及高性能聚合物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自润滑轴承、低摩擦副零部件及相关的精

密铸件。基于摩擦学材料的研发经验，本着环保、降本及舒适的设计理念，公司将进一步拓展高性能聚合物产品在密封、结

构件、膜材料等方面的开发。未来，公司将以低摩擦自润滑技术和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为主，积极拓展相关应用技术的延伸，

成长为高性能摩擦学与聚合物的全球战略伙伴。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汽车、能源、港口机械、塑料机械、农业机械等行业。公司产品根据材料和生产工艺的

不同，分为金属塑料聚合物自润滑卷制轴承、双金属边界润滑卷制轴承、金属基自润滑轴承（平面滑动轴承）、铜基边界润

滑卷制轴承、非金属自润滑轴承（纤维缠绕轴承、工程塑料轴承、粉末冶金轴承）、其他轴承（如关节轴承等）、低摩擦副

部件及高性能聚合物产品，涉及的产品规格上万种。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以销定产，按需生产。公司和主要原料供应商签订技术协议（约定产品规则、技术要求、技术争议

判定等）、质量协议（约定产品质量检测程序、质量责任、质量问题的处理等）和订货协议（约定定价方式、交货方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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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式等）等框架性协议，具体数量则由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向供应商下采购订单。由于钢卷（板）、铜卷（板）、铜粉生产

需求量比较大、消耗较稳定，公司一般根据上一季度日均用量情况、供应商供货周期以及供应商要求的最低采购量确定安全

库存，当原材料低于安全库存时，发出采购订单。坯料等与产品针对性较强的原材料则根据客户订单采购。其中铜坯料采用

意向式采购，由供应商备货，即公司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要求供应商安排组织生产。公司根据自身生产安排向供应商发

出送货通知，供应商根据送货通知安排送货并要求结算货款。高分子材料根据生产情况采购。 

公司的生产模式可分为：订单式生产和预估式生产，以订单式生产为主，预估式生产为辅。订单式生产根据销售订单组

织生产，预估式生产根据客户的书面采购计划，下达预估单，滚动组织生产，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 

从销售模式来看，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经销均为买断式销售。国内市场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国外

市场直销、经销并重。 

报告期内，公司外购产品采购金额3041.68万元，销售金额3153.6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整体经营环境、经营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市场供求状况 

（1）工程机械行业 

公司开发的耐冲击、耐粉尘、高强度自润滑轴承，解决了润滑的问题同时降低了噪音，延长了使用寿命，特别适合在恶

劣的矿场、野外作业的设备。为了确保在高强度工作条件下的可靠运行，轴承在工程机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产品

和传统轴承相比可提供更可靠的性能，主要应用在工程机械的挖掘机、铺路机、分类机、混凝土机及叉车等的运输设备，具

体应用在铲斗、连杆、小臂、大臂、油缸、连接销、液压系统、托带轮、支重轮、引导轮等关键部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

出的一系列重要举措的贯彻落实，将为“十四五”期间工程机械行业带来更加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从市场需求分析，《纲

要》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任务、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将继续提升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发展布局、

城市乡村建设和民生保障工程等，都需要工程机械厂商的参与，这也是未来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将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巨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工程机械存量更新和新增需求并重；近年来，工程机械行业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法应用不断取得新成果，有力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大幅度提高了市场应用能力；工程机械应用领域需求不

断升级，机器换人方兴未艾，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轻量化赋能工程机械不断拓展应用领域，工程机械市场仍处于上升

期，“十四五”期间必将高质量发展。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26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2021年1-12月，共销售挖掘机342784台，同比增长4.63%;其中国

内274357台，同比下降6.32%;出口68427台，同比增长97%。2021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虽遇疫情散发、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

高涨、电力供应紧张等多种困难影响，但全行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品生产基本稳定。此外，环保升级也有望促进工程机械

更新替换需求加速。自润滑轴承作为工程机械的重要零部件之一，随着工程机械销量延续增长趋势，同样将迎来发展机遇。 

（2）汽车行业 

轻量化、低噪音、无给油等自润滑轴承所具备的优点，使得其在汽车上的运用得以快速推广。目前每台乘用车上自润滑

轴承的运用数量已经超过100件，而且正在不断地替代滚针、粉末类轴承而产生新的运用；除了轴承以外，自润滑技术在非

轴承领域的运用也在增加，比如用于空调压缩机的自润滑涂层斜盘，具备自润滑性能的高分子工程塑料结构件等；公司的自

润滑轴承及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不但满足了功能性要求，同时也满足了汽车工业对环保的要求，比如ROHS、Reach等标准，

主要应用在变速箱、座椅、车轴、铰链、发动机、转向系统、减震器等部位。 

A、全球汽车行业 

根据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2021年全球汽车销售8268万辆，比2020年同期的7877万辆上升了4.94%。全球49个国

家2021年总计生产汽车8015万辆，比2020年的7771万辆增长了了3.00%。与2020年相比，全球汽车销售增加了391万辆、生产

增加了244万辆。从各大洲的2021年全年汽车销量来看，亚洲、大洋洲和中东占世界总量的51.59%，是目前世界汽车销售的

主要市场。北美洲其次，均占全球的26.60%左右，上述地区是汽车消费的传统市场。 

B、我国汽车行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2021年销量数据显示，我国汽车生产与销售分别完成2608.20万辆和2627.50万辆，较2020年同比

增长3.40%和增长3.80%。其中，乘用车产销2140.80万辆和2148.20万辆，同比增长7.10%和6.50%。从全年发展来看，2021

年汽车产销同比增长，结束了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下降局面。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最大亮点，全年销量超过350万辆，市

场占有率提升至13.40%，进一步说明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受国际市场的恢复、中国品牌竞争力

提升等因素推动，我国汽车出口表现出色，年度出口首次超过200万辆，中国品牌汽车受新能源、出口市场向好带来的拉动

作用，市场份额已超过44.00%，接近历史最好水平。 

从全年汽车销量情况来看，一季度由于同期基数较低，汽车市场同比呈现快速增长，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三季度受芯

片供给不足影响最大，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四季度明显回复好于预期，确保了全年稳中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 

从汽车行业发展趋势来看，2021年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的背景下，汽车行业发展韧性持续保持。作为

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汽车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变局之下的汽车行业近年来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对宏观经

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未来，在“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促进下，汽车行业将继续持续拥抱新

一轮科技革命，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成为推动全球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的领跑者，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做

出贡献。 

公司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趋势匹配。 

（3）交通运输行业 

传统轴承噪音大、维护周期和使用寿命短、维护成本高等因素限制了设备的正常作业时间,尤其是运输设备、野外作业

设备等，自润滑轴承的运用不但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提高了设备操作的舒适度。比如不用润滑油或者一次性涂装，可以

解决过程维护和高昂的停机成本，同时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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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通常需要可以承受高载荷和特殊环境的轴承，自润滑轴承可帮助改善机械性能并延长维护间隔。自润滑轴

承的降噪和减振功能，在铁路和有轨电车中表现出色，主要应用在铁路、城际高铁、造船、航天等。 

2021年疫情发生以来，交通运输行业受到巨大冲击。随着行业复工复产各项政策效果逐步新鲜，主要指标在年初大幅下

降后持续恢复，全年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走势。 

（4）模具行业 

模具是工业生产中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特殊基础工艺装备。近年来，由于中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模具制造大国和模具贸易大国。模具行业与诸多行业关联性高、涉及面广，下游市场的不断发展也带动我国模具行业快

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驱动我国制造业升级，也将给模具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机遇。模具产业水平已经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之一。受益于下游汽车、电子、塑

料制品行业的快速发展，2001年至今，我国模具行业消费量年平均增速约10%，2019年模具行业总产值约为2900亿元，同比

增长4.92%；2020年中国模具行业市场规模有所下降，市场规模为2766.12亿元。我国模具产业已建立起了包括模具技术研发

机构、模具生产和供应体系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有长足发展，模具产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约占全

球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自润滑轴承作为模具标准件组成之一，随着模具行业的不断发展，同样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5）液压等通用机械制造业 

通用机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实力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其他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重大

成套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和制造水平更是一个国家科技、经济、工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体现。2021年以来，通用机械行业发

展的外部环境良好，特别是近两年来国家产业政策越来越重视实体经济，扶持实体经济逐步深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数

据显示，2021年通用机械行业实现营业收入9834亿元，同比增长15.90%，实现利润总额694亿元，同比增长11.90%。2021年

通用机械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良好，主要经济运行指标都实现两位数的同比增速，呈现近几年来较好的水平。从出口方面来

看，主要产品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顺差创近年新高；2021年，围绕“双循环”新格局以及“双碳”目标的实施，天然气液

化与集输、水利工程、环保、石油化工、军工、新能源等领域的市场需求较好，通用机械行业企业积极拓展市场开展科研攻

关。协会预计2022年通用机械行业经济运行将会保持2021年的平稳运行态势，但增速会有所回落，预计收入利润增速为7%

左右，出口交货值增速达到5%左右。自润滑轴承可以广泛运用于通用机械制造行业，因此随着该行业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加，

自润滑轴承行业的市场自然增长将得到保证。 

（6）其他行业 

除以上行业外，产品还广泛运用于塑料机械等轻工业机械、自动化办公设备、建筑工程、能源、航天航空等具有巨大发

展潜力的行业。下游行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对相关零配件的需求，为自润滑轴承市场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7）自润滑轴承新应用领域开拓潜力巨大 

随着新应用领域的开拓，自润滑轴承行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将更加广阔。自润滑轴承新应用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包括两个方

面。一个方面是空白应用领域的拓展；另一方面是现有应用行业的进一步挖掘和深入应用。参考发达国家的自润滑轴承应用

状况，自润滑轴承可以应用到建筑装饰，房屋、桥梁的减震、防震、防胀设施等领域。在建筑装饰领域，自润滑轴承可以应

用到门、窗、窗帘等设施中，安装自润滑轴承可以提高这些设施的灵活性、平衡性，而且还可以大幅降低使用时产生的噪音。

在发达国家自润滑轴承已经在建筑装饰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应用较少，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此外，自润滑

轴承在房屋、桥梁等建筑物的减震、防震、防胀设施也拥有很大应用空间。此外，在机械工业等其他自润滑轴承现有应用领

域中，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自润滑轴承在这些领域的应用深度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三）企业行业地位 

自润滑轴承行业的经营状况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上游原材料、下游汽车、工程机械行业以及人力资源成本、市场竞争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产业政策的调整会影响自润滑轴承行业的景气度。目前，我国轴承行

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的区域布局，其中浙江省已成为中小型通用轴承的生产大省，而浙江省嘉善地区的自润滑轴承

产业集群效应十分显著。由于自润滑轴承为机械的基础零部件，应用领域十分广阔，因此其生产和销售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 

目前我国的自润滑轴承企业主要集中在浙江、吉林、辽宁、北京等地，其中浙江嘉善是我国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该区域

的自润滑轴承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70%以上。根据嘉善县统计局出具的说明，2013-2019年公司在嘉善县规模以上轴承工业

企业中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两项指标均名列第一。在行业地位方面，2008年全国滑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润滑轴承分技

术委员会落户嘉善，公司为委员会首届秘书处单位，在业内的地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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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648,039,299.53 1,508,792,614.18 9.23% 1,335,762,91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5,807,324.33 1,289,201,883.88 5.17% 1,186,911,7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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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984,974,847.64 655,249,482.63 50.32% 600,840,89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048,497.09 145,320,717.25 6.69% 127,906,91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326,271.74 113,437,063.41 2.55% 103,973,87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232,014.74 103,397,003.97 -21.44% 181,322,971.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9 6.12%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9 6.12%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0% 11.78% 0.02% 11.1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1,755,284.70 277,998,442.64 228,092,295.19 257,128,82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89,291.43 50,389,140.45 29,483,678.78 33,986,38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64,116.72 44,111,993.68 21,247,828.84 19,902,33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73,124.78 22,444,141.70 40,684,971.33 30,576,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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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67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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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志华 境内自然人 34.05% 101,210,781 88,303,335   

孙薇卿 境内自然人 14.99% 44,550,000 0   

褚晨剑 境内自然人 5.00% 14,850,000 11,137,500   

陆晓林 境内自然人 4.50% 13,365,000 10,023,750   

曹寅超 境内自然人 3.00% 8,910,000 6,682,500   

王伟杰 境内自然人 2.15% 6,382,500 5,011,875   

嘉善百盛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6,014,250 0   

陆忠泉 境内自然人 1.69% 5,021,475 5,011,875   

周锦祥 境内自然人 1.51% 4,482,389 0   

中国农业银行 其他 0.84% 2,499,9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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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志华与孙薇卿是父女关系，孙志华是褚晨剑的岳父，孙志华是嘉善百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孙志华的一致行动人为孙薇卿、褚晨剑、嘉善百盛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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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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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202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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