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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62 号〕同意，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新能”或“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厦钨新能的保荐机构，负责厦钨新能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为 2021

年 8 月 5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半年度，兴业证券对厦钨新能进行了持续督导，并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出具本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工

作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厦钨新能签订《持续督导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

务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

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厦钨新能经营情况，对

厦钨新能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2022 年上半年度，厦钨新能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按有关规定必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

违法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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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体上公告。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

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

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

等。 

2022 年上半年度，厦钨新能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督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

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厦钨新能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

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

等。 

保荐机构督促厦钨新能依照相关规定健全完善

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

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厦钨新能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实施

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厦钨新能的内控制度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

公司的规范运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

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厦钨新能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了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厦

钨新能信息披露制度完备，厦钨新能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

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保荐机构对厦钨新能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

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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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1、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厦钨新能及其控股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2022 年上半年度，厦钨新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

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

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

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2022 年上半年度，厦钨新能未发生前述情况 

14、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

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

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

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

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 年上半年度，厦钨新能未发生前述情况 

15、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

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2022 年上半年度，厦钨新能未发生前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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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

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17、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保荐机构持续关注了厦钨新能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

等承诺事项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作为新兴行业，3C 锂电池、动力锂电池及其正极材料的技术更新速度较快，且发

展方向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如果未来 3C 锂电池、动力锂电池及其正极材料的核心技术

有了突破性进展，而公司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技术，出现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不及预期或

失败的情形，导致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则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均有

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公司将继续保持较高的研发力度，保持技术不断创新。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新产品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关键生产技

术的掌握及工艺改进能力等。若公司相关核心技术被泄露，并被竞争对手获知和模仿，

则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将受到损害，并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

对核心技术的保密，维持技术人员队伍的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技术研发人员加盟，保

持行业技术优势和未来发展持续性。 

（二）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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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风险。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四氧化三钴、钴中间品、氯

化钴、氢氧化钴、硫酸钴、三元前驱体、硫酸镍、碳酸锂、氢氧化锂等。由于相关原材

料的价格较高，直接材料是公司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未来，若主要原材料出现供应短

缺，将可能导致公司不能及时采购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从而影响公司生产供应稳定；

若原料等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而公司原材料采购优化策略及管理制度未能有效执行，将

导致公司无法完全消化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的风险，出现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相对偏高

的情况。上述情形均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市场竞争加剧风险。近年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市场快速发展，不断吸引新

进入者通过直接投资、产业转型或收购兼并等方式突破行业技术、资金等壁垒，进入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行业。同时，现有正极材料企业亦纷纷扩充产能，市场竞争日趋加剧，

影响正极材料的销售价格和利润空间。如果未来公司不能继续保持在技术研发、产品性

能、规模化生产等方面的优势，快速响应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满足客户持续的降成本

要求，公司将面临正极材料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对公司发展和盈利方面的不利影

响。 

3、新增产能消化风险。为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公司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公司正在

进行海璟基地年产 40,000 吨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海璟基地 30,000 吨锂离子电

池材料扩产项目以及综合生产车间扩产项目（年产 15,000 吨）、雅安基地磷酸铁锂生产

线建设项目等。上述项目虽已经公司基于当下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客户需求

变化等条件充分论证做出了投资决策，但如果未来发生正极材料行业整体产能增长过

快，行业需求提升速度不及预期，主要客户拓展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市场环境出现较

大不利变化等因素，则存在新增产能无法及时消化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近年来，行业产能快速扩张，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未来若出现新能源汽车政策不

利调整、正极材料行业竞争无序、产品售价及原材料价格发生不利变化或者公司未能持

续保持产品、客户等行业竞争优势等情形，存在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8.11%，处于较高水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

一方面使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风险，另一方面，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资金

需求持续增加，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也为公司新增债务融资带来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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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风险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在实际使用中存在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等不同的技术路线，

其中，锂离子电池按照正极材料的不同，可分为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

池、NCM/NCA 三元锂电池等类型。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技术体系一直以

锂离子电池为主。如果未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发生重要变化，比如，

燃料电池等电池技术进步加快、磷酸铁锂电池组装技术突破等，则行业对锂离子电池或

三元正极材料的市场需求将会面临替代风险。公司若未能及时有效地运用新的技术开发

与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正极材料产品，将对公司的竞争优势与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之一为 NCM 三元材料，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NCM

三元材料受包括产业政策因素、宏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技术替代因素、市场竞争因

素等影响，近年来，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在提高技术门槛要求的同时不断降低了新

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对三元材料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4,302,469,281.01 6,568,279,577.46 1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2,408,438.56 250,910,527.11 1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015,325.55 231,751,492.65 9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117,501.11 335,787,705.96 -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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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38,887,406.95 3,735,883,405.25 10.79% 

总资产 13,436,518,759.05 10,516,445,310.35 27.77%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2 1.33 59.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2 1.33 59.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82 1.23 47.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4 13.39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54 12.37 减少 0.83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85 2.49 增加 0.36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 117.75%，主要原因系销量增加和产品价格上

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增长 112.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97.20%，主要原因系新能源汽车产业需求持续增长，

产销规模增加，盈利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53.8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产销规模扩大，经营性资金占用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核心竞争力如下： 

（一）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高效的研发团队，多数拥有较高的专业学历和丰富的研发经验，

具备较强的持续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公司自 2004 年开始介入正极材料研发以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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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持续的研发投入，连续攻克了 3C 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的多项关键核心

技术，陆续推出了高电压钴酸锂、高倍率型 Ni3 系、高电压型单晶 Ni5 系、高电压型单

晶 Ni6 系、Ni8 系及 Ni9 系 NCM 三元材料等高端产品，配合国内多家电池客户开发出

了多款多代新型锂电池。报告期内，公司开发出了新款高电压 6 系三元材料、超高功率

三元前驱体等产品。 

为巩固和提高在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的竞争优势，公司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技术研

发布局，通过自主的产品升级与新品开发，推动行业技术的升级迭代。报告期，公司除

对量产产品进行不断优化升级之外，还对全固态电池材料、补锂技术、钠离子电池材料、

高容量功能性材料等进行了开发研究，以满足电池企业及经济社会对更高性能正极材料

的需求。 

（二）广泛认可的的商业化成果优势 

公司以持续的技术研发为基础，将多项核心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成为了市场广泛认可

的商业化产品。公司是行业内最早的成功开发出高倍率型 Ni3 系 NCM 三元产品，并应

用到混合动力汽车的正极材料企业；公司也是行业最早实现将单晶 Ni6 系 NCM 三元材

料大批量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量产的正极材料企业之一。2018 年，公司 4.45V

钴酸锂材料量试通过认证，产品容量、循环性能、压实密度等性能进一步提升，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公司 4.48V高电压钴酸锂于 2020年实现量产并于 2021年大批量供货；2022

年，公司 4.5V 钴酸锂产品和新款高电压 Ni6 系三元材料均开始批量供货。2021 年 9 月，

公司“高能量密度、高电压、高安全性钴酸锂新产品的开发与转化应用”项目经厦门市

科学技术局认定为“2020 年度厦门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三）品质稳定的规模化量产优势 

锂电池行业具有较高的行业集中度，行业主要的锂电池厂商对于供应商的产品质量

一致性、供货稳定性、及时性等具有严格的要求，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品质管控及风险预

防机制，在正极材料研究和产业化过程中，公司形成了良好的品控能力和积极响应客户

不同需求的及时服务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品质管控，公司客户满意度达 90%

以上，继续保持在行业内的规模化与稳定量产优势。 

（四）优质稳定的知名客户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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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的厂商之一，下游大型锂电池厂商均对供应商

进行严格的认证机制，通常从送样到量产耗时数年时间。公司准确地把握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与 3C 电子产品电池的技术趋势和商业需求，坚持差异化大客户战略，在动力锂

电池领域，公司与中创新航、比亚迪、松下、宁德时代及国轩高科等知名电池企业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 3C 锂电池领域，公司与 ATL、三星 SDI、LGC、村田、比亚迪、

欣旺达、珠海冠宇等国内外知名电池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公司钴酸锂产品广泛

应用到下游中高端 3C 数码产品。优质的客户资源优势有助于促进厦钨新能不断推动技

术创新，客户资质及信誉良好，也是公司能够稳定发展、持续壮大的重要基础。 

综上，2022 年 1-6 月，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公司一贯重视研发投入，近年来，锂离子电池产业蓬勃发展，为巩固和增强自身在

行业内的技术优势，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不断强化新产品、新技

术的研发以及研发团队建设，持续保持了较高的研发投入。2022 年 1-6 月，公司研发

投入为 407,354,639.78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2.85%。 

（二）研发进展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强化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

司项目总预算 400 万元以上的在研项目有 21 个。2022 年 1-6 月，公司新增发明专利 10

个、实用新型专利 11 个、其他（注册商标）5 个，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

拥有发明专利 61 个、实用新型专利 30 个，上述专利体现了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核心

竞争力。 

 2022 年 1-6 月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21 10 134 61 

实用新型专利 12 11 44 30 

外观设计专利 0 0 0 0 

软件著作权 0 0 0 0 

其他 0 5 12 5 

合计 33 26 19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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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2,893,06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24.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40,880,141.5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3,803,174.07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47,076,967.43 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2021】第 351C000538 号”《验资报告》。 

（一）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自募集资金到位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项目 金额（元） 

2021 年 8 月 3 日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1,463,836,134.42 

减：2021 年度支付的发行费用 8,661,252.73 

减：置换已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金额 8,097,914.26 

募集资金净额 1,447,076,967.43 

减：2021 年度直接投入募投建设项目金额 243,814,654.38 

减：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建设项目金额 308,069,890.62 

减：2021 年度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金额 545,505,949.42 

减：2021 年度手续费支出 2,151.00 

加：2021 年度利息及理财收入 2,899,414.69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352,583,736.70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项目 金额（元） 

2022 年 1 月 1 日募集资金期初金额（上期结转） 352,583,7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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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减：2022 年半年度直接投入募投建设项目金额 176,627,690.69 

减：2022 年半年度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金额 2,007,947.20 

减：2022 年半年度手续费支出 621.18 

加：2022 年半年度利息及理财收入 3,683,659.81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177,631,137.44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建设项目 176,627,690.69 元； 

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07,947.20 元； 

支付银行手续费用 621.18 元；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收益 2,479,873.26 元，收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利息收入 1,203,786.55 元，合计 3,683,659.81 元。 

综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建设项目 728,512,235.69 元，

补充流动资金 547,513,896.62 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177,631,137.44 元，与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存储余额 177,631,137.44 元一致。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 35150198110100003295 61,452,309.8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营业部 8114901014000163056 116,178,827.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 40357001041688778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 424781075711 0.00 

合计 - 177,631,137.44 

注：上述存储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投资收益及利息收入，并已扣除手续费。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合规性分析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度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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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

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

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

钨业”），间接控股股东为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钨业及其间接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持有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占比（%） 

厦门钨业 11,564.96 45.97 

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43.40 3.75 

福建闽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4.72 3.00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任职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合计持股数量 

（万股） 

杨金洪 董事长 0.00 153.06 153.06 

钟可祥 董事 0.00 0.00 0.00 

洪超额 董事 0.00 0.00 0.00 

钟炳贤 董事 0.00 0.00 0.00 

曾新平 董事 0.00 0.00 0.00 

姜龙 董事兼总经理 0.00 153.06 153.06 

孙世刚 独立董事 0.00 0.00 0.00 

何燕珍 独立董事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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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菡 独立董事 0.00 0.00 0.00 

林浩 监事会主席 0.00 0.00 0.00 

林继致 监事 0.00 0.00 0.00 

李温萍 监事 0.00 0.00 0.00 

陈庆东 副总经理 0.00 131.72 131.72 

张瑞程 财务总监 0.00 85.35 85.35 

陈康晟 董事会秘书 0.00 64.01 64.01 

注：该表“持股数量（万股）”计算方式系：1、相关人员在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宁波海诚领尊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海诚”）的出资额比例乘以宁波海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相关人员在兴证资管鑫众厦钨新能 1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厦钨新能

1 号资管计划”）的持有比例乘以厦钨新能 1 号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前述二者相加。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

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