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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6            证券简称：永兴材料            公告编号：2022-058 号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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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材料 股票代码 00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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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凤 沈毅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 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 

电话 0572-2352506 0572-2352506 

电子信箱 yxzq@yongxingbxg.com yxzq@yongxingbx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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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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14,232,540.20 3,047,003,307.57 1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63,435,802.22 302,745,444.76 64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183,140,640.84 242,950,725.58 798.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3,934,183.21 120,447,204.52 1,46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63 0.76 64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61 0.76 63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5% 7.04% 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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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8,992,799.74 6,369,307,875.78 3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96,474,144.02 5,036,184,480.37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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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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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江 境内自然人 36.49% 148,115,543 111,884,657 质押 15,000,000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7% 36,0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2% 11,027,32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5% 10,363,535 0   

周桂荣 境内自然人 1.48% 5,999,900 4,499,9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新能源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1% 5,717,074 0   

杨辉 境内自然人 1.33% 5,413,000 4,059,750   

邱建荣 境内自然人 1.12% 4,541,000 3,405,750   

顾建强 境内自然人 1.07% 4,350,000 3,7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产业趋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3,314,05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兴江、周桂荣、杨辉、邱建荣、顾建强为发起人股东，上述五名发起

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述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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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发行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2021 年 6 月 7 日

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同意公司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目前，

公司已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后续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股份登记

上市等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2021 年 6 月 8 日及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21 年第二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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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3号、2021-062号、2022-049号）等相关公告。 

 

2、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湖州市民间融资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转让湖州经济

开发区永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湖州市

民间融资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33.95%股权及湖州经济开发区永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6.655%股权以 13,611.62 万元转让给永兴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本次转让相关工

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2号、2022-013号）。 

 

3、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协议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宁德时代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协议》，并根据《合资经营协议》的约定成立合资

公司、投资建设碳酸锂项目及开展碳酸锂产品合作。目前，合资公司已设立完成。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关于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经营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05号、2022-006号）。 

 

4、控股子公司完成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花桥矿业完成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化山瓷石矿采矿许可证

变更登记，并取得宜春市自然资源局换发的新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由 100.00 万吨/

年变更为 300.00 万吨/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宜丰县花桥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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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资子公司与江西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 

   为巩固并提升公司云母提锂龙头企业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永兴特钢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与江西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拟共同出资设立

合资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 万吨碳酸锂生产线。目前，双方正在洽谈合资公司设立及运营情

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江

西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号）。 

 

6、锂离子电池项目一期建设基本完成 

   为加快推进公司“锂电新能源+特钢新材料”双主业发展战略，实现产业链向下游延

伸、产品向更高附加值迈进，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投资建设超宽温区超长寿命锂离子电池项目的议案》，同意湖州永兴新能源投资建

设锂离子电池项目。目前，锂离子电池项目一期建设基本完成，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产能

处于爬坡阶段，电池产品已通过部分客户验证，并签订销售合同。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兴江 

202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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