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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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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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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393-3214218 0393-3214218 

电话 0393-3214228 0393-321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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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制、生产和销售定型、不定形耐火材料，功能耐火材料及配套机构，并承担各种热工设备耐火材料设

计安装、施工服务等整体承包业务。公司主要产品分为四大产品板块：（1）功能性耐火材料，包括滑板水口类、三大件类、

座砖类及透气砖类；（2）定型耐火材料，包括钢包砖类、碱性制品类；（3）不定形耐火材料，包括散料类、冲击板及挡渣

板类、电炉顶类；（4）其他类。上述产品主要应用于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铸造、电力及石化等涉及高温领域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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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如下： 

产品板块 产品类别 主要用途 

功能性耐火材料 滑板水口类 连铸用功能耐火材料，主要用于控制钢水流量、导流钢液、净化钢液。 

三大件类 钢铁连铸用功能耐火材料，起到控制流量、保温、防氧化、防飞溅、导流钢液、均匀

钢液的成分和温度的作用。 

座砖类 主要配合透气砖、水口砖等产品使用，以达到保护透气砖、水口砖的目的。 

透气砖类 主要用于通过该产品向钢水容器内喷吹气体，以达到搅拌钢液促使钢液温度和成分更

加均匀的目的。 

定型耐火材料 钢包砖类 用于盛装、转运高温钢水的普通钢包、炉外精炼钢包等各种钢包容器的工作层，与高

温钢水、熔渣直接接触，需要承受高温钢水的机械磨损以及高温液态熔渣的化学侵蚀。 

碱性制品类 主要用于水泥回转窑和RH炉炉衬。 

不定形耐火材料 散料类 用于各种工业窑炉、钢包和中间包永久衬、出铁沟等部位。 

冲击板及挡渣板类 中间包内设置的各种功能件，主要用于保护包底，促使各种夹杂物上浮，稳定中间包

内流场。 

电炉顶类 电弧炉冶炼时上方加盖的炉盖。 

其他类 其他产品 和各类主产品配合使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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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069,820,760.96 6,262,929,799.08 12.88% 5,723,927,5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32,310,677.03 2,963,946,535.75 2.31% 2,831,788,338.0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377,856,310.18 4,174,177,333.37 4.88% 4,140,123,44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753,556.85 300,139,490.64 -72.10% 252,268,96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259,732.96 280,284,284.41 -74.93% 241,286,53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510,272.93 483,444,068.81 -139.20% 574,378,47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9 -72.41%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9 -72.41%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10.42% -7.48% 9.8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35,901,537.97 1,156,643,642.48 1,126,365,568.20 1,058,945,56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31,877.41 40,795,046.03 36,193,188.54 -71,866,55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153,032.67 41,356,081.49 33,147,124.80 -79,396,50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732,069.16 -133,071,790.02 -39,346,904.92 99,640,491.1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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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2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68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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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88,719 

刘百春 境内自然人 10.27% 103,742,266 0 质押 70,142,092 

郭志彦 境内自然人 8.41% 84,923,204 67,722,603 质押 43,977,908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2% 24,417,6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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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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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16,610,747 0   

史绪波 境内自然人 1.54% 15,566,03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8% 14,970,900 0   

刘百庆 境内自然人 1.13% 11,370,695 0   

钟建一 境内自然人 1.12% 11,327,9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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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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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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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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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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出具了《2021年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与2020年及2021年5月

的信用评级结果保持一致。详见2021年6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年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4.18% 49.19% 4.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025.97 28,028.43 -74.9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6.68% 16.00% -9.32% 

利息保障倍数 2.92 9.8 -70.20% 

三、重要事项 

1、为给海外客户特别是欧洲市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更好的服务，公司计划在欧洲设立耐火材料生产基地。2021年7

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塞尔维亚投资暨收购资产的议案》，公司拟出资161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230.33万元）收购马尔贝克斯ONE公司7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MALBEX ONE公司将成为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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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近期该收购事项的工商登记已完成，资产已过户完成，人员及财务已登记安排完成。同时，为强化公司品牌影

响力，打造统一的海外市场品牌，马尔贝克斯ONE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已变更名称为濮耐贝尔格莱德有限责任公司。目前，

其机构及业务正在有序梳理中。详见2021年7月3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在塞尔维亚投资暨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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