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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21-054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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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众成 股票代码 00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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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丽秀 楚军韬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泰山路 1 号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泰山路 1 号 

电话 0573-84187845 0573-84187845 

电子信箱 sec@zjzhongda.com sec@zjzhong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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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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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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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787,875.77 647,245,612.76 3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007,873.31 66,360,684.90 4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9,592,878.44 58,289,037.43 5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279,445.08 116,540,129.01 -2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 3.60%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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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117,896.66 3,336,337,027.00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44,589,822.62 1,923,043,041.8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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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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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魁 境内自然人 32.95% 298,456,400 0 质押 49,610,000 

陈健 境内自然人 7.00% 63,390,329 47,542,747   

楼立峰 境内自然人 4.01% 36,295,774 0   

青岛宏伟鼎润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 32,150,000 0   

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全盈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77% 16,038,600 0   

郁华 境内自然人 1.43% 12,922,600 0   

陈晨 境内自然人 1.35% 12,221,674 0   

穆宏伟 境内自然人 0.97% 8,810,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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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英 境内自然人 0.81% 7,343,900 0   

范千瑜 境内自然人 0.68% 6,173,9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陈大魁，股东陈健为控股股东陈大魁之

子，股东陈晨为控股股东陈大魁之女。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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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公司股东中：1、股东"陈大魁"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87,7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0,756,400 股，

合计实际持有公司股票 298,456,400 股；2、股东"楼立峰"通过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491,173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9,804,601 股，合计实际持有公司股票 36,295,774 股；3、股东"

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盈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038,6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0 股，合计实际持有公司股票 16,038,600 股。4、股东"陈晨"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221,674 股，通过普通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实际持有公司股票 12,221,674 股；5、股东

"穆宏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810,700 股，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实际持有公司股票 8,810,700 股；6、

股东"朱亚英"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210,000 股，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3,900 股，合计实际持有公司股票

7,343,900 股；7、股东"范千瑜"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6,173,926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实际持有公司

股票 6,173,92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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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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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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2021年3月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1年3月18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取消使用首发超募资金建设实施的项目“年产3,000

吨高阻隔PVDC热收缩膜及3,000吨EVOH阻隔热收缩膜建设项目”，并使用变更后剩余的超募资

金及自筹资金新设募投项目“年产3万吨新型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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