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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9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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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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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创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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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凤国 李慧敏 

电话 0533-2752999 0533-2752999 

办公地址 
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366 号科创大厦

B 座 9 层 

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366 号科创大厦

B 座 9 层 

电子信箱 lczq@lecron.cn lczq@lecr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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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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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193,620,621.55 732,211,299.06 6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3,399,390.04 47,236,906.85 1,3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80,958,344.34 33,174,140.61 1,65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3,081,035.95 69,305,672.04 43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04 1,3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04 1,3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59% 6.37% 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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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565,125.45 1,896,773,243.74 3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7,422,449.43 996,994,496.39 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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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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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国 境内自然人 11.91% 135,570,510.00 135,570,510.00   

晦宽（上海）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1% 26,276,020.00 26,276,020.00 

质押 26,276,020.00 

冻结 26,276,020.00 

晦毅（上海）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6% 22,334,618.00 22,334,618.00 冻结 22,334,618.00 

高胜宁 境内自然人 1.92% 21,887,833.00 21,887,833.00 冻结 21,887,833.00 

韩秀学 境内自然人 0.88% 10,074,841.00 0.00   

上海云麦投资

中心（普通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0% 5,696,907.00 0.00 冻结 5,696,907.00 

黄健 境内自然人 0.42% 4,817,434.00 0.00   

鲁敏 境内自然人 0.36% 4,060,412.00 0.00   

沈玉云 境内自然人 0.35% 3,989,932.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澳新能源

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3,720,188.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高胜宁系晦毅（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股东黄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7,434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80,000股，共计持有 4,817,434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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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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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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深度合作，双方共同出资在内蒙古乌海市设立“内蒙古联和氟碳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认缴

出资额为 40,000 万元，持有 80%股权；黑猫股份认缴出资额为 10,000 万元，持有 20%股权。该对外投

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合资公司“内蒙古联和氟碳新材料有限公司”

已于 2022年 3月完成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乌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5 万吨/年 PVDF 及配套产业链项目一

期项目的议案》，同意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联和氟碳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内蒙古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低

碳产业园投资建设 5万吨/年 PVDF及配套产业链项目一期项目，一期项目包括：2.5 万吨/年 PVDF 及配

套 4.5 万吨/年 R142b 联产 12.5万吨/年 R152a。一期项目建设投资估算约人民币 16 亿元。资金来源为

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该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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