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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22-037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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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 股票代码 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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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观群 曾淑颖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
西路 418 号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
西路 418 号 

电话 (0575)86017157 (0575)86017157 

电子信箱 sgq@cnhu.com 002001@cn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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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其他原因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注 2]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215,039,277.03 7,254,221,638.01 7,340,124,310.11 1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213,877,419.25 2,408,499,133.50 2,426,979,148.42 -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094,055,949.62 2,279,454,655.63 2,279,438,579.04 -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242,456,738.20 2,271,157,481.77 2,289,637,496.69 -4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78[注 1]  0.79  -8.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78[注 1]   0.79  -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5% 12.02% 11.87% 
下降 2.32 个

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注 2]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7,815,015,843.65 34,692,165,111.88 34,724,025,476.79 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2,113,966,711.03 21,799,977,645.94 21,831,838,010.85 1.29% 

[注 1]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由 2,578,394,760 股增加到 3,090,907,356 股，上述上

年同期的每股收益按照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 

[注 2]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本解释要求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应当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

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

者研发支出。公司根据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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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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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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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74% 1,506,479,82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0% 95,701,262 0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

司－重阳战略汇智基金 
其他 1.75% 54,072,200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91% 28,000,000 0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境外法人 0.56% 17,222,802 0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

司－重阳战略英智基金 
其他 0.53% 16,248,559 0   

胡柏剡 
境内自然

人 
0.47% 14,595,929 10,946,946   

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源

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14,372,624 0   

重阳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5% 13,962,191 0   

胡柏藩 
境内自然

人 
0.45% 13,922,998 10,442,2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胡柏藩为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实

际控制人，胡柏剡为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胡柏藩与胡柏

剡为兄弟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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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汇智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54,072,127

股；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英智基金通过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3,677,161 股；北京

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源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股份 7,186,304 股；重阳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3,961,946 股。 

备注：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报告期末前 10 名股东，但不纳入前 10

名股东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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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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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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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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金额区间为 30,000 万元-60,000 万元（均含本数），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1 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票 17,485,6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57%，最高成交价为 31.8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20 元

/股，累计交易金额为 500,019,703.22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实际回购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回购完成的公告》（2022-032）。

（备注：公司 2022 年 5 月 25 日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回购公司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相应调整。） 

2、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经 2020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存续

期不超过 24 个月。2022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数量为 10,131,522 股，占

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39%，锁定期届满。 2022 年 5 月 25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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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数量增加至 12,157,826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39%。 具体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

示性公告》（2022-004）。 

   3、控股股东增持进展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提升投资者信心，公司控股

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来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不

超过人民币 6 亿元。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2022-031）。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增持 4,195,452 股。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84 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7,5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8.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490,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000 万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487,0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和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

用 462.26 万元（不含税）后，并考虑已由主承销商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额人民币 169.81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486,707.5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503 号）。 

2022 年 1-6 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9,281.63 万元，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78,026.2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76,587.63 万元（包括理财及结构性存款、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理财和结构性存款收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柏藩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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