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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2-079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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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特 股票代码 0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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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 杨帆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558 号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558 号 

电话 021-31115910 021-31115910 

电子信箱 zhouwen@pret.com.cn yangfan@pr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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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400,471,629.39 2,121,017,120.43 2,121,017,120.43 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6,537,438.92 86,442,827.96 86,442,827.96 -4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874,827.39 68,480,862.10 68,480,862.10 -4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1,198,871.60 307,320,747.55 307,320,747.55 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3.16% 3.16% -1.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829,426,307.81 4,617,289,096.57 4,617,289,096.57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21,698,695.41 2,603,782,705.88 2,603,782,705.88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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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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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 
境内自然

人 
44.08% 446,987,270.00 335,240,452.00 质押 90,680,000.00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平潭华业

领航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00% 50,703,116.00    

郭艺群 
境内自然

人 
4.34% 44,006,9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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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小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2.78% 28,175,67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多

元新兴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0% 16,225,777.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

FH002 深 

其他 1.13% 11,443,160.00    

#张鑫良 
境内自然

人 
1.08% 10,998,43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其他 1.03% 10,485,142.00    

广发基金－国新投

资有限公司－广发

基金－国新 2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3% 8,388,791.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 深 

其他 0.82% 8,322,1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周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郭艺群为夫妻关系，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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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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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 2022 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40,047.16 万元，较上年同期提升 13.18%。但同时，一方面受到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导致国际原

油价格疯涨，上游主要原料及辅料价格相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受到新冠病毒疫情隔离影响，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54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46.16%。 

报告期，经公司 2022 年第一次总经理办公室会议决定，同意公司与苏州骥聚千里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同出资设立锐腾制造（苏州）有限公司，双方共同看好导热、电磁屏蔽、吸波、绝缘

材料在 5G 通讯产业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领域的发展前景，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双方各自的

资源优势互补, 实现在导热、电磁屏蔽、吸波绝缘材料进口替代与技术创新。导热、电磁屏蔽、吸波、

绝缘材料作为 ICT产业上游高端新材料，有望在未来成为公司 ICT产业板块的重要增长点。 

报告期，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锐腾制造(苏州)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

《资产转让协议书》。由材料科技向锐腾制造转让其持有的与导热、电磁屏蔽、吸波、绝缘材料业务相

关的所有设备和原材料。出售资产定价原则为上海普利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资产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账面原值，共计人民币 1,368.66 万元。此次交易是公司与苏州骥聚共同设立锐腾制造基础上的

延续，资产出售将有助于整体业务发展的快速推进和落地，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通过资源互补，

更有利于公司资产节约利用和产业协同发展。 

报告期，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444,940 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 0.64%，考虑分红除息影响后， 最高成交价为 13.3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4 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79,346,753.74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报告期，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江苏海四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海四达电源 79.7883%股权，且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有权向海四达电源增资不超过 8 亿元，用于海四达电源“年产 2GWh 高比能高

安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电源系统二期项目”、“年产 12GWh 方型锂离子电池一期项目（年产 6GWh）”

两个项目投入。 通过此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新增锂离子电池业务，快速切入储能、小动力锂电池等优

质行业赛道，从而形成“新材料+新能源”双主业运行的经营模式，实现公司主营业务向新材料和新能

源的战略转型升级。同时，公司的业务和客户结构将进一步丰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促进公司更

加长远、高质量地发展。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了对海四达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文 

 

2022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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