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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2                             证券简称：联泓新科                        公告编号：2022-022 

联泓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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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泓新科 股票代码 00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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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权 窦艳朝 

办公地址 滕州市木石镇驻地（木石工业园区） 滕州市木石镇驻地（木石工业园区） 

电话 010-62509606 010-62509606 

电子信箱 levima@levima.cn levima@levim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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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38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57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26.08 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30 亿元，资产负债率 45.43%。 

2022 年一季度，因公司实施募投项目 EVA 管式尾技术升级扩能改造，同步进行碳酸酯装置、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装置

与公用工程系统连接施工和检修，受 EVA 等装置停车的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约 1.63 亿元；2022

年二季度，受益于下游光伏行业需求旺盛，公司 EVA 管式尾技术升级扩能改造项目顺利完成并达到预期效果，EVA 光伏

胶膜料比例大幅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达到 3.49亿元，同比增长约 0.78 亿元，创季度盈利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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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7,951,149.69 3,825,946,613.04 3,825,946,613.04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56,784,861.26 541,256,991.28 541,256,991.28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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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8,706,932.86 489,904,498.09 489,904,498.09 -2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93,471,261.34 644,725,553.66 644,725,553.66 -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1 0.41 -1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1 0.41 -1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5% 9.58% 9.47%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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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8,088,996.02 12,091,653,972.22 12,091,653,972.22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530,121,599.82 6,336,306,987.19 6,336,306,987.19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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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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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泓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77% 691,392,000 691,392,000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7% 337,480,000 337,480,000   

滕州联泓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0% 52,052,799 0   

杭州恒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7% 35,724,45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8,040,200 0   

滕州联泓兴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1% 6,814,41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4% 5,901,48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4,143,815 0   

滕州联泓锦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8% 3,801,865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阿尔法优势产业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3,611,5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联泓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1.77%的股

份；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5.27%的股份，为公司持股 5%以上

的主要股东，并持有联泓集团有限公司唯一股东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9.04%的股份；滕州联泓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滕州联泓兴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滕州联泓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各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联泓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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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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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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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完成 EVA装置扩能改造事项 

为实施募投项目“EVA 装置管式尾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实现 EVA 装置整体产能增加和效益提升，根据计划安排，

公司 EVA 装置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实施技术升级扩能改造，并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成功开车。本次

扩能改造完成后，各项指标达到预期效果，提高了产品产量，能耗进一步降低，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显著增强公司盈

利能力。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 EVA 装置扩能改造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2022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完成 EVA 装置扩能改造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及相关公告。 

2、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投资电子级高纯特气和锂电添加剂项目的事项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拓展新的业务布局，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山东华宇同

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同方”），持股比例为 51%。华宇同方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华宇同方化工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深耕电子特气领域二十余年，掌握多项电子级特种气体提纯关键技术，实现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级

氯化氢和氯气产品的国产化突破，打破了国外公司的垄断。公司将通过华宇同方投资建设电子级高纯特气和锂电添加剂

项目，以丰富公司在高端特种材料领域的产业布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

投资电子级高纯特气和锂电添加剂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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