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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1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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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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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耐股份 股票代码 0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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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艳鸣 张雷 

办公地址 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 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 

电话 0393-3214228 0393-3214228 

电子信箱 p_y_m78@163.com zhangleizmx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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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545,180.45 2,079,029,183.67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426,923.44 167,806,010.89 -2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6,509,114.16 162,201,862.65 -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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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9,803,859.18 204,414,920.00 -22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7% 5.8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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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7,229,243.29 6,262,929,799.08 1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61,784,909.70 2,963,946,535.75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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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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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百宽 境内自然人 13.09% 132,245,727 106,496,320 质押 70,265,012 

刘百春 境内自然人 10.27% 103,742,266  质押 69,642,092 

郭志彦 境内自然人 8.94% 90,296,804 67,722,603 质押 43,977,908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2% 33,577,698    

华安未来资管－杭州易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华安资产智盈 3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4% 26,713,947    

郑化轸 境内自然人 2.01% 20,260,538 15,195,403   

史绪波 境内自然人 1.54% 15,566,03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5,293,200    

钟建一 境内自然人 1.31% 13,270,089    

财通基金－中原银行鼎盛财富乾景系列

2019年第 9期理财产品－财通基金中原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9% 13,002,3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百宽、刘百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成员，刘百春为刘百

宽的兄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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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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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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濮耐转债 127035 
2021 年 05

月 26 日 

2026 年 05

月 25 日 
62,639.03 

第一年 0.6%、第二年 0.8%、第

三年 1.5%、第四年 3.0%、第五

年 3.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3.52% 49.1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79 12.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650.91 16,220.19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客户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共5家企业之母公司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8月24日被法院受理开始破产重

整，2019年1月30日召开的渤钢系企业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渤钢系企业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2019年1月3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渤钢系企业《重整计划》，经裁定的

重整方案和对公司的影响详见2019年2月21日披露的《关于客户被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根据

裁定的《重整计划》，渤钢系企业采用“出售式重整”模式，重整后渤钢系企业将一分为二，分别重组为“钢铁资产平台（新

渤钢）”和“非钢资产平台（老渤钢）”，之后上述两个资产平台开始搭建。目前钢铁资产平台债权人合伙企业“天津渤钢九号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设立工作已完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按照出资比例参与合伙企业利润分配，占合

伙企业份额为1.21%。以非钢资产作为基础成立的信托计划设立工作已完成，信托财产交付流程已于2021年二季度完成，2021

年7月20日公司作为普通债权人获得2,416.40万份信托产品受益权份额。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部分成员刘百宽、刘百庆、闫瑞铅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25,0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得减持。截止本报告披露

日，刘百宽已减持9,749,366股，刘百庆及闫瑞铅未减持。 

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监事会主席郭志彦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99%，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得减持。截止本报告披露日，郭志彦未减持。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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