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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5 

债券代码：128117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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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恩股份 股票代码 00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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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庆 左义娜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

工业园区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

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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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35-8866557 0535-8866557 

电子信箱 wang.youqing@chinadawn.cn zuo.yina@chinadaw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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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62,172,378.82 1,937,290,522.08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601,842.51 110,222,821.25 -1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6,020,978.19 92,834,307.51 -1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36,147.88 -89,247,129.59 7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7 -14.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7 -1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5.8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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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0,336,184.36 3,151,122,979.54 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2,764,110.34 2,089,582,334.35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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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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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恩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82% 191,729,210.00 0.00 质押 

102,000,0

00.00 

韩丽梅 
境内自然

人 
18.07% 73,997,452.00 55,498,089.00 质押 

50,249,99

9.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6% 3,104,955.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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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瑞文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6% 2,709,300.00 0.00   

北京合易盈

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合易盈浩甄

选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4% 2,610,000.00 0.00   

北京合易盈

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合易盈浩价

值成长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4% 2,210,000.00 0.00   

杨伯晨 
境内自然

人 
0.38% 1,541,500.00 0.00   

蒿文朋 
境内自然

人 
0.31% 1,255,687.00 941,765.00   

高玉珍 
境内自然

人 
0.30% 1,239,500.00 0.00   

田洪池 
境内自然

人 
0.30% 1,234,468.00 925,8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与韩丽梅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出借股数为 3,880,000

股；股东北京合易盈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易盈浩甄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

2,610,000 股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2,610,000

股；股东北京合易盈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易盈浩价值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

司 2,210,000 股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2,210,000

股；股东杨伯晨共持有公司 1,541,500 股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87,200 股，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1,1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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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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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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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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道恩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道恩转债 128117 
2020 年 07 月

02 日 

2026 年 07 月

01 日 
35,919.61 

第一年 0.4% 

第二年 0.6%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5% 

第五年 2.0% 

第六年 3.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3.37% 30.5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92 11.40 

三、重要事项 

（一）2022 年 3 月 11 日，公司与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办事处签订了《生物降解材料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 5亿元在青岛市即墨区建设道恩生物降解材料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主要

生产生物降解原料粒子、软包装制品、生物降解吸管、刀叉勺、餐盒餐盘等餐饮用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2022年 7月 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详见 2022年 7月 18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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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公司在青岛市即墨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道恩周氏（青岛）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万元。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晓宁 

                                                    202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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