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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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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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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为 ： 以

1,075,526,84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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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 股票代码 0006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丹 王玉珍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五矿

广场 A座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

石大厦 1101室 

电话 010-60163209 0731-28265977 

电子信箱 zwgx000657@126.com zwgx00065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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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86,590,506.34 6,230,309,383.76 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872,346.53 193,222,109.74 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5,540,001.31 180,908,621.83 1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6,922,665.50 114,663,837.5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50 0.1833 17.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0 0.1833 1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3% 4.4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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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9,582,680.57 9,818,085,296.57 1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07,977,539.65 4,912,778,655.06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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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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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五矿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4% 536,317,548.00 106,596,012.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0% 17,216,342.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高新技

术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16,039,190.00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五零一

二组合 

其他 0.85% 9,147,3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动态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8,367,360.00 0   

国寿养老策略

4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中

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0% 7,505,400.00 0   



湖南国企改革

发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中

央企业贫困地

区湖南产业投

资私募股权基

金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0.65% 6,927,390.00 0   

海南金元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6,790,000.00 0   

广东正圆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正圆壹

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0.59% 6,290,8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成长先

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6% 6,056,0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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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议案》，同意以 2022 年 6

月 1 日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向 36 名激励对象授

予共计 166.3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6.87 元/股，剩余未授

予的 324.56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到期自动作废。本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1,073,863,842 股增加至 1,075,526,842 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五矿

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授予前持有公司股份 536,317,54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9.94%，本次授予完成后，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减至 49.87%，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中钨高新材料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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