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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璞泰来
Shanghai Putailai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璞泰来（股票代码 603659）总部设在上海，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共有员工 8190 人。公司所服务的锂

离子电池市场 , 处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及高效储能相关的关键产业环节，公司主营业务聚焦于锂离子电池关

键材料及自动化工艺设备领域。

公司自成立以来业务发展稳健，已先后在江西、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内蒙、四川等地成立了超过三十家

全资 / 控股子公司，经过前期的业务布局，本公司相关业务互动发展并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形成了涵盖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涂覆隔膜、铝塑包装膜、PVDF 等粘结剂及自动化工艺设备等业务的一体化产业链全面延伸。

1. 公司概况

璞泰来 2012 年 上 海 603659

2019 年度，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运用理念到经营细节，一直坚守为清洁能源与节能环保事业不断锐意

进取的经营理念，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和谐共赢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公司始终遵守法律法规、社

会公德、商业道德，时刻以股东、客户、员工的利益视作行动标杆，以公开透明的理念，及时向投资者提供真实、

准确、完整的相关信息披露，保持沟通顺畅的对接渠道；以诚信专业的态度，为客户提供安全优质的锂离子电

池关键材料及自动化工艺设备与综合解决方案；以高素质的研发团队，以及多年来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的探索，

为国家全面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而贡献力量。

公司简称 成立时间 公司总部 股票代码

年度净利润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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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上市以来，公司一直高度重视规范运作，始终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体系

建设，形成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结构的决策与经营管理体系。

2. 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

1. 稳定分红政策

2019 年 3 月公司披露《2018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通过不断推动产品的创新和工艺的开发，

谨慎应对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注重资产质量和管理效率的提升，确保公司经营业绩取得了较为稳健的持

续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425.78 万元；并于 2019 年 4 月，以 2018 年末公司总股本

434,695,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4.2 元（含税），共计利润分配 182,572,110 元；

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完成对 2018 年创新创业公司债券（18 璞泰来）的利息支付，每手“18 璞泰来”

派息 55.00 元（含税）；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 2017 年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17 璞泰

01）的本金分期偿还与付息，按照 2017 年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总额 1/3 的比例偿还债权本金，兑

付本金 66,660,000.00 元，并支付 2018 年 5 月 18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 10,600,000.00 元。

2. 信息披露与交流渠道透明多样

2019 年度，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3 次，审议议案 19 项。历次股东大会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始终重视并确保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享有公平、公正地享有决策权，

充分行使股东权利。

此外，2019 年度中公司在持续保持电话接待、IR 邮箱信息整理、机构调研、平台互动等传统投资者沟通渠道外，

更虚心聆听投资者建议与需求，多次协同上市公司协会及受邀于知名媒体平台，不断开辟投资者关系活动新

渠道，通过公开报名的方式邀请投资者实地参观考察、指定辖区线上接待、论坛在线实时问答等多种新颖模式，

帮助投资者更直观深入地了解公司生产与经营。

2019 年 3 月，公司与上海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走进璞泰来调研考察活动”，协同上海监管局分管员与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会员部老师，邀请共计 44 家投资者随公司前往宁德、溧阳子公司调研考察，实地参观公

司工厂与产品生产线，并与公司高管面对面座谈交流；2019 年 8 月，公司邀请 25 家专业机构投资者共同前

往内蒙卓资参加公司石墨化工厂现场参观及调研活动，以实地实景为机构投资者近距离讲解石墨化生产工艺

与流程。

2019 年 6 月及 9 月，公司两次受邀参加由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分别联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上证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路演中心，共同举办的“2019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与投资者在线互动；

确保针对不同专业程度、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实现多渠道、多平台、多形式的畅通沟通。

HR 邮箱，投资者电话
机构调研，平台互动等

携手上海监管分局、上海上市协会
走访宁德、溧阳子公司

2019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活动

实地参加工厂及生产线近距离
讲解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传统渠道

走进璞泰来

集体接待日

实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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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工权益保护

1. 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利益共享

公司一直将员工视为公司快速成长并走向成功的助力，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员工人数达到 3510 人。公司

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确立规范合法的劳动关系，

为员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切实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为鼓励公司员工积极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实现人才价值的回报，2018 年 11 月，公司完成了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向 170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9.26 万股限制性股票。2019 年 9 月，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意 2018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授予，向 51 名激励对象授予 55.63 万股限

制性股票。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

件成就暨上市流通的公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认为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已满足，除因离职或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全额达标，导致公司回购并注销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2,979 股，本期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64 人，涉及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共计

410,921 股，占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0.09%。

3. 福利待遇，人文关怀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对员工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予以高度的重视。公司坚持承担上市公司应有的社会责任，

结合企业经营效益，倾听员工实际需求，不断优化员工福利待遇，完善薪酬激励办法。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

员工兴建食堂或者提供免费工作餐或餐饮补贴，统一采办或配送；同时也为员工申请地方人才公寓、提供租

房补贴、兴建职工宿舍，或通过给予车辆交通费用补助等形式，尽最大程度帮助员工尤其是外地员工解决租

房困难、住房偏远、通勤不便等问题；而在医疗保障方面，也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为员工缴纳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五险一金，组织安排入职体检等，为职工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

2019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先后组织团队建设活动及年会，在丰富企业员工的日常生活的同时，通过工作外

的团队协作体验，进一步提升公司团队凝聚力与向心力，弘扬公司融洽的文化氛围。同时通过年度评选表彰

优秀员工，肯定并犒劳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关注员工的工作荣誉感与价值追求。

2. 积极响应党支部活动号召

自 2017 年获批建立党支部以来，公司定期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小组交流讨论，积极响应党支部活动号召，始

终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019 年 7 月，由公司总部牵头各子公司党支部小组，在公司董事长梁丰先生、

董事会秘书韩钟伟先生的带领下，公司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共同前往嘉兴，游览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重访

南湖红船旧地，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历史事件，学习党的发展历程与革命传统教育。

通过实地探访与学习，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充分发挥了企业党支部的先锋领导作用。



璞泰来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07 08

4. 客户、供应商权益保护

1. 技术研发与产品服务并重，保障客户权益

公司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差异化、高性价比的产品，高度重视产品和工艺技术的持续投入；公司子公司江

西紫宸、深圳新嘉拓 / 江西嘉拓 / 宁德嘉拓、东莞卓高 / 宁德卓高、东莞卓越均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细分市

场领域技术优势突出。

公司负极材料领域，人才储备卓越，技术实力雄厚，拥有独特的原材料甄选、各向同性化、表面改性及高温

热处理等核心技术，能够生产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负极材料。2019 年度通过公司通过与原料焦厂参

股合作，进一步实现产业链延伸，确保了高质量原材料焦的稳定长期供应。同时在石墨化加工工艺技术领域，

公司技术团队拥有世界最大的负极材料石墨化窑炉，及先进的特高温加热技术，使公司负极材料加工产品获

得广泛认可；

公司涂覆隔膜及加工领域，是国内较早从事隔膜涂覆研究和产业化的公司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出货量最大、

市场应用最广的涂覆隔膜供货商之一。目前已实现隔膜涂覆加工、涂覆材料、涂覆设备和隔膜基膜业务的综

合布局和协同发展 .

公司锂电设备领域，公司长久耕耘锂电自动化行业，其中高速涂布技术是涂布原理、机电、控制、热能、流

体及工程应用的综合技术，并正向着宽幅、高速、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同时，公司高速分散合浆系统，

高速分切机在生产应用中得到行业的充分肯定。

长久耕耘，单 / 双层宽
幅高速涂布技术业内领
先，拓展品类，前瞻布
局，高速叠片机、卷绕
机、分切机积极研发

——锂电设备业务 ——隔膜涂覆及基膜业务 ——负极材料业务

隔 膜 涂 覆 研 究 和 产 业
化，历史悠久，隔膜涂
覆加工、涂覆材料、涂
覆设备、基膜业务，综
合布局，强强联手

人才储备，技术雄厚，
负极材料广销日韩海外
参股合作，高质量针状
焦稳定长期供应，世界
最大的负极材料石墨化
窑炉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已拥有 20 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设立地区分别覆盖江西、江苏、广东、福建、山东、

内蒙等多个地区，基于长期的战略合作，通过就近设厂配套产能和服务的方式，可以有效在短时间内灵敏响

应客户的需求，提供严格高效的产品供应与售后服务。

与此同时，公司负极材料、涂覆隔膜、涂布设备、铝塑包装膜一直以贴近市场的触角和对产品的深刻理解给

客户提供专业性指导建议，采用灵活的技术服务方式满足客户的需求，能够在短时间内向客户交付产品并提

供长期周到的售后服务，帮助客户快速实现产品的制造、工艺技术的指导，有效降低客户的产品制造成本。

2. 共赢互利，维护供应商权益

优秀供应商是公司供应链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公司在于供应商合作中一直重视供应商的合法利

益，寻求在互利互惠，平等信任、良好沟通的前提下，共同保证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水准，最终实现利益共享，

长期战略协同。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由由各子公司计划采购部根据订单的取得情况，结合销售预测，择优向供应

商采购，对于重要的标准件，采用与供应商年度合作的方式为主。设备业务定制的非标准件零部件，则由采

购部根据采购计划和技术部设计图纸向合格供应商询价采购。

因此，公司各子公司在与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供应商选择审批流程。前期部分子公司会对供应商

进行事前辅导培训，通过多次的交流、讲解、实地参观，帮助供应商明确了解公司需求，协同供应商促使公

司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化、系统化，以便公司所需物资及器件的采购需求能够及时准确下达，适时、适量、适

价、适质、适地完成购入；同时，各子公司对供应商的资质情况、产品性能、发运环节等制定了严格的供应

商准入管理办法，双方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保密协议》、《战略合作协议》等合作协议条款，并遵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对供应商及其产品进行前期送样、试样筛选、研发或者生产评价，形成稳定的

协力供应链，以长远战略合作为目的，构建出平等信任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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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统筹各子公司设立安委会，由公司总经理担任安委会主任，各子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任任安委会

成员，由总部自上至下形成两级监督职能机构，全面组织和指导全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包括安全生产、工程

建设、运营等）、消防工作、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环保管理工作，研究安全生产、消防、职业卫生、环保工

作的重大决策、决定和措施，协调、解决以上重大问题。

目前江西紫宸、深圳 / 宁德嘉拓、东莞 / 宁德卓高、东莞卓越、浙江极盾等共九家主要子公司，均获得相

应机构认证，例如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OHSA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以及 NQA（恩可埃认证）、ICAS（英格尔认证）等国际专业第

三方认证机构颁发的质量管理、环保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明。

5. 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在日常生产作业中，各子公司均根据自身实际工作环境及生产情况考虑，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声

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文件，设有设施检修、污染控制与管理、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等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管理措施，如《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章程》、《安全生产责任

清单》、《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程序》、《应急救援制度》、《安全生产事故现场处置方案》等。以子公

司江西紫宸为例，针对负极生产中的机械设备保养与丢弃物可能造成的污染隐患预防管理，江西制定了《设

施检修污染控制程序》，事前设立专用维修场所、专业机构检修、各机件分类有序包装，事后确保清洗后的

废油分类保存、废弃零部件、废油棉丝和手套分类收集并及时处理。从预防着手，有效避免了机械、设备维

修时可能造成的对土质与空气的污染。

公司自设立 EHS（Environment,Health,Safety）环安部门以来，总部及子公司多次携手开展 EHS 安全文化

培训，主要包括远程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知识解读、各

子公司生产基地实地考察、消防知识学习与消防预警演习，根据各子公司生产场地与环节的特性，将知识概

念与实际演练有效结合。

总部总领统筹，设立安委会

总部到子公司，上下两级环安监督机制

ISO，NQA,ICAS 等国际第三方机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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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责任

1. 诚信纳税，推动就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于江西、广东、浙江、内蒙等地，布局二十余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自觉

依法纳税、诚信纳税，有力支持了国家和地方财政税收，并提供就业岗位 3500 余个。

一直以来，公司积极履行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的社会责任，依法经营，诚信纳税，在实现企业目标，平衡

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回馈社会。

2. 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具有高素质的领导团队与专业高效的执行队伍，报告期内公司不忘初心，始终追求技术革新与品质改善，

投资者关系服务工作尽心尽责，确保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切实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

受到多家第三方机构的认可与肯定。

2019 年 8 月，公司荣获证券时报主办的“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 100 强”荣誉；10 月，公司荣获雪球联合华

宝基金首届 A 股科技龙头 50 嘉年华“最佳投资者服务奖”荣誉；12 月，公司获授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中

国百强企业奖”荣誉。

3. 支持扶贫与慈善事业

公司深刻领会精准扶贫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精神，根据地区不同、情况不同、受众不同，制定出相应的发展规划，在帮扶

的同时不忘“精准”这一重要前提。

2019 年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卓资县”规划建设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配套加工项目正

式投产，一期实现产能 5 万吨，在实际招聘中。公司每年预留 20 余个名额，优先招录公司所在地贫困群众，

并开展专业技能培训课程，帮助其尽快适应工作作业，提升业务与技术能力；成立员工互助基金帮助困难员工

3 人次，将人为关怀精神落实于需要处，在员工面临突发困难时，能第一时间施以援手；

在对企业员工承担责任，提供帮助的同时，公司也始终肩负社会责任。报告期内，子公司江西紫宸携手工业园

区帮助留守老人建立公共食堂、超市，投入金额人民币 2 万元；子公司宁德卓高与宁德嘉拓参与社会助学扶莘

计划，资助 3 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公司总部也参与了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最透明慈善基金之一的新华爱教育

基金所举办的“捡回珍珠计划”。选择从教育入手、“授人以渔”，向 10 名高中“珍珠学生”捐助共计 7.5 万元，

这些费用将帮助这十位学子顺利完成高中三年学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费，同时为合作学校减免学费、住

宿费而汇聚点滴之力，期许他们可以走进教室、走出大山。

二十余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就业岗位近 3500 余个

2020 年里，公司将继续秉承初心，努力提高自身经营业绩与管理水平，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募投项目建设，

今早实现规模化效益，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投资者合理回报，为客户及供应商提供专业优质的产品服

务与综合解决方案，为员工创造更具人文关怀的公司文化环境，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为社会的共同进

步添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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