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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节能             公告编号：2022-042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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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John Charles 

Dandolph Iv 
董事 工作原因 Scott Dennis Horr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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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阳节能 股票代码 0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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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兆红 田寿波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 11 

号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 11 

号 

电话 0533-3283708 0533-3283708 

电子信箱 sdlyzqb@luyang.com tianshoubo@luy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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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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236,278.82 1,447,895,555.32 1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8,301,652.11 258,204,951.09 2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5,078,543.57 249,056,558.27 2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6,691,742.17 266,750,133.35 -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24 0.5161 22.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98 0.5143 22.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3% 10.71%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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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6,963,154.93 3,821,719,370.06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03,413,036.49 2,634,605,019.7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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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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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3.00% 268,356,270 0   

鹿成滨 境内自然人 11.44% 57,932,802 51,446,994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

产经营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5% 14,449,98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成新锐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5% 10,890,1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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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

零一组合 
其他 1.64% 8,286,355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睿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6,545,992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3,220,72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产业趋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2,946,621 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

益委托投资 1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8% 2,424,188 0   

亓瑛 境内自然人 0.47% 2,383,49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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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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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聘任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

2022 年贷款额度授权的议案，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未来

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办法的议案，公司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相关公告已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予以公告。 

2、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奇耐亚太送交的《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相关文件，同日，公司披露了《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公告》、《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股东签署〈《关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若干事项的谅解备忘录》之确认函〉的公

告》、《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等签署〈关于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有关投票权的协议〉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相关公告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予以公告。 

4、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奇耐亚太送交的《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董事会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相关公告已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予以公告。 

6、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完成过

户的公告》等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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