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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8                证券简称：富瑞特装                公告编号：2022-058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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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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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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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瑞特装 股票代码 3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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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 于清清 

电话 0512-58982295 0512-58982295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晨新路 19 号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晨新路 19 号 

电子信箱 furui@furuise.com furui@furuis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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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4,601,117.94 855,926,376.76 -1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198,214.03 31,863,216.10 -22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0,127,429.96 25,941,628.83 -21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3,296,479.92 230,419,809.57 -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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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0554 -222.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0554 -222.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1.86% -3.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714,184,756.40 3,537,581,997.40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5,545,980.74 1,964,322,211.67 -1.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60,7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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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锋 
境内自

然人 
7.52% 43,280,000 32,460,000   

毛文灏 
境内自

然人 
2.84% 16,369,532    

王春妹 
境内自

然人 
1.49% 8,563,913    

杨韬 
境内自

然人 
0.73% 4,205,473    

张家港

市金城

创融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56% 3,200,000    

张家港

市金城

创融创

业投资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0% 2,895,235    

张家港

市金科

创业投

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6% 2,647,685    

杨治华 
境内自

然人 
0.44% 2,514,923    

林彬 
境内自

然人 
0.39% 2,238,600    

陈江福 
境内自

然人 
0.26% 1,52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黄锋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公司未知其与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股东王春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63,913 股，合

计持有 8,563,913 股。公司股东杨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49,22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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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账户持有 3,356,253 股，合计持有 4,205,473 股。公司股东杨治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14,923 股，合计持有 2,514,923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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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及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由 4.53

元/股调整为 4.5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1月 28日对外公告的《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2年 1月 27日为预留授予

日，授予 28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35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4.52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28 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向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1）。 

2、公司增加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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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

度的议案》。随着公司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公司及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到的外币业务规模逐

渐扩大，持有的外汇资产及外汇负债数量有所上升，为进一步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币业务时控制汇

率风险的需要，避免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对公司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的使用效率，锁定汇

兑成本，公司拟将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由 6.5 亿元人民币提高至 16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有效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上述投资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3月 17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增加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 

3、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为以总股本 575,406,34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

不转增；不送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对外公告的《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9）。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已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实施完毕，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18 日对外公告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4、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综合考虑目前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现状和公司

未来发展需求，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调减 4,000

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船用新能源装备制造升级改扩建项目”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28 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0）及公司 2022年 6月 25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

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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