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0-060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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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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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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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69210096 021-69210096 

电子信箱 chumh@pret.com.cn yangfan@pr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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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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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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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003,485,685.20 1,652,285,585.73 1,652,285,585.73 2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2,713,948.63 59,794,416.83 59,794,416.83 37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6,516,983.64 53,411,846.19 53,411,846.19 38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771,069.73 392,564,397.86 392,564,397.86 -62.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1 0.07 3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1 0.07 3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8% 2.55% 2.55%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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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1,884,933.40 3,892,103,180.85 3,892,103,180.85 1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29,931,137.08 2,391,338,636.04 2,391,338,636.04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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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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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文 境内自然人 50.92% 430,261,989 342,509,400 质押 124,702,400 

郭艺群 境内自然人 4.34% 36,672,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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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22,079,7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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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12,021,48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9% 10,065,870 0   

周武 境内自然人 0.89% 7,484,938 6,600,02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三组合 
其他 0.83% 7,038,528 0   

上海翼鹏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0% 6,774,594 0   

张鑫良 境内自然人 0.65% 5,457,080 0   

胡秀兰 境内自然人 0.60% 5,0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周文、周武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东，其中周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郭艺群为夫妻关系，

周文、周武为兄弟关系，周武是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及高管。周文是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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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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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全球供应链和商品生产受到打击，世界经济增

长急剧放缓。而在国内，新冠疫情从爆发到有效控制，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

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市场预期总体向好。受突发疫情影响，汽车市场承压，产销同比

均呈下滑趋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在2020年1-6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011.2万辆和102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6.8%和16.9%；但从月度汽车产销情况来看，疫情后回升幅度较强，尤其近期4-6月

的同比增速企稳，也就是疫情以来呈现谷底V型回升的良好态势得以确认。 

报告期，公司汽车材料业务虽受到疫情影响整体汽车行业不利形势的冲击，但由于公司在年初响应国

家号召，组织科研人员成功开发出口罩专用熔喷聚丙烯材料，积极助力国家抗疫，该材料在疫情期间销售

成果优异，对公司上半年利润产生积极作用，一定程度缓解了汽车材料的不利影响；同时在国内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和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公司的汽车材料等其他业务在第二季度也已逐步恢复增长。半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20.03亿元，同比增加21.26%，其中公司中国区实现营业收入18.23亿元，同比增加28.97%；美

国分公司受到全美新冠疫情的影响，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80亿元，同比下降24.46%；而欧洲公司则持续

材料认证和市场服务，为公司未来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垒实根基。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减少了经济活动，导致能源供需模式出现巨大变化。受全球石油价格战、新冠

疫情引起需求和库存的双重压力作用下，国际油价出现暴跌，至今年5月以来才出现反弹，但相比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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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处于较低水平；另中塑在线中国塑料城PP指数显示，2020年6月30日PP指数为756点，较去年同期PP指数

854点下降11.48%，相较年初也有所下滑。受此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成本相对下降，对公司利润带来积

极影响。同时，控股子公司浙江燕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聚丙烯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实现期现结合，

积极规避风险。 

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外部事业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广东普利特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LCP 树脂及纤维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普利特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

额的60%。公司的 LCP 产品是即将到来的高频高速通讯电子行业中重要的应用材料，公司目标是开发应用

于通信线缆、5G 高频 PCB 板和集成电路类载板、声学线材、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性能 LCP 纤维。

广东普利特拥有LCP纺丝的专业核心技术，是行业内首屈一指的LCP纤维研发制造企业。在全球化电子通讯

产业的高速发展下，公司致力于在填补国产5G高频高速通讯材料的空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司选址在广

东省东莞市，是为更好更快的服务于周边的通讯电子领域内的重点企业客户群，便于与核心客户同步研发

新技术新产品。广东普利特目标成为国内首家LCP全系列纤维制造企业，为国产通讯电子行业贡献力量。 

报告期，公司正在重组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行业领先企业帝盛集团。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于 

2020年 7 月 23 日发布《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相关公告信息（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可转换

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启东金美化学有限公司、福建帝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帝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帝凯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杭州欣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掌握新材料行业发展的重要助剂原材料，保障了上市公司对上游产业的控制，逐步实现主营产品供应

链的稳定。公司通过高分子材料上下游产业整合，进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特殊化学品平台未来将进一步

扩展，不仅继续深化光稳定剂全系列的产品结构，同时考虑布局重组抗氧剂、阻燃剂、抗静电剂等其他细

分领域的高分子材料助剂产业。公司在重组标的公司的基础上，将全方位发展特殊化学品产业，未来计划

打造一个拥有全球助剂产能领先、助剂产品种类齐全的世界级特殊化学品产业平台。 

报告期，公司出资1亿元，完成收购宿迁市振兴化工有限公司80%股权，振兴化工已成为普利特控股子

公司。收购振兴化工是公司特殊化学品产业板块，继重组帝盛集团之后进一步延伸发展，通过收购振兴化

工，快速形成公司光稳定剂全系列的产品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受阻胺类光稳定剂领域的技术水平，增

强公司在光稳定剂行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地位。属于行业上下游产业整合、协同发展。 

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周文先生与副董事长周武先生均已完成减持计划。控股股东周文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总计减持36,647,0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副董事长周武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总计减持1,705,6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 

报告期，在汽车材料及特种材料领域，公司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1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151项

授权专利，其中美国专利2项，中国专利149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45项（1项PCT专利），实用新型专利4

项；在申请专利193项，其中发明专利19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1件软件著作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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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

起施行前述准则，新准则不影响首次执行

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本公司董事会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20 年 2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周晓、杨拯共同出资设立广东普

利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认缴出资 1,500万元，占

注册资本总额的 60%，进而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2020 年 5月，本公司出资 1亿元，完成收购宿迁市振兴化工有限公司 80%股权，振兴化工已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进而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文 

2020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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