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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55                证券简称：图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6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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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南股份 股票代码 30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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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捷 范路璐 

电话 0511-86165566 0511-86165566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凤林大道 9 号 江苏省丹阳市凤林大道 9 号 

电子信箱 toland@toland-alloy.com toland@toland-all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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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331,326.41 347,457,286.51 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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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196,213.98 89,300,059.59 3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5,278,869.63 77,523,075.30 4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767,610.08 86,569,209.94 -3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9 3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0% 8.0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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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877,623.90 1,367,336,556.62 1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8,840,118.86 1,225,902,839.44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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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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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柏方 境内自然人 27.74% 83,770,500 83,704,875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6.71% 20,272,500 15,204,375   

万金宜 境内自然人 5.26% 15,897,000 15,897,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3% 13,387,630 0   

陈杰 境内自然人 4.21% 12,727,500 0   

朱伟强 境外自然人 2.79% 8,419,800 0   

朱海忠 境内自然人 2.45% 7,400,200 0   

薛庆平 境内自然人 2.24% 6,780,000 6,78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创新未

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1% 6,364,526 0   

丹阳立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9% 4,800,000 4,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万金宜、万柏方系父子关系，万柏方为丹阳立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万金宜、万柏方、丹阳立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三方为一致行动人； 

2、万金宜与薛庆平系翁婿关系； 

3、万柏方与薛庆平系郎舅关系； 

4、陈建平与陈杰系父子关系； 

5、朱伟强与朱海忠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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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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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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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计划： 

1、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拟以 18.58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31 名激励对象授予 268.00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在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分二期归属，每期归属的比例各为 50%、50%。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业绩考核目标如

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1 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 
2、以 2020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6%。 

第二个归属期 2022 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 
2、以 2020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2%。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1 年 3 月 16 日为授予日，向 31 名激励对象授予

268.00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8.58 元/股。 

2022 年 5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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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

同意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 18.58 元/股调整为 18.38 元/股；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及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134.00

万股，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31 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截至 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已收到 31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共计人民币 2,462.92 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

本金额 134.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额 2,328.92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本次归属事项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出具了《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90418 号）。本次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股票上

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27 日、3 月 9 日、3 月 16 日以及 2022 年 5 月 10 日、5 月 3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监

事会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40）、《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9）、《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1）等内容。 

2、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 年 6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

议案，拟以 20.93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9 名激励对象授予 35.00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在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分二期归属，每期归属的比例各为 50%、50%。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业绩考核目

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2 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2、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1%。 

第二个归属期 2023 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44%； 
2、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3%。 

2022 年 7 月 6 日，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2 年 7 月 6 日为授予日，向 19 名激励对象

授予 35.00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20.93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7 月 1 日、7 月 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监事会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29）、《关于向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等内容。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柏方 

2022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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