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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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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顿科技 股票代码 0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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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峰 宋伟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黎阳大道 1518 号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黎阳大道 1518 号 

电话 0851-84470866 0851-84470866 

电子信箱 dshbgs@vontron.com dshbgs@vontr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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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4,566,396.15 685,342,788.31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207,843.84 59,528,749.59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8,538,015.91 50,048,054.58 1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266,478.27 141,357,884.10 -18.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 0.141 6.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 0.141 6.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1% 4.9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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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673,633.74 2,456,718,831.48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6,621,069.71 1,276,392,407.2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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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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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产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2.64% 179,940,000 0   

中车贵阳

车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83% 11,924,196 0   

沈朔 
境外自然

人 
1.93% 8,160,200 0   

陈奇恩 
境内自然

人 
1.11% 4,679,700 0   

谭洞波 
境内自然

人 
0.78% 3,307,800 0   

施军 
境内自然

人 
0.40% 1,680,000 0   

郑小燕 
境内自然

人 
0.39% 1,648,004 0   

李令军 
境内自然

人 
0.37% 1,556,000 0   

杨雅婷 
境内自然

人 
0.33% 1,380,000 0   

陈伟均 
境内自然

人 
0.32% 1,333,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所

持股份无冻结情况，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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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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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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汇通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 南方 01 112698 
2018 年 05 月

15 日 

2023 年 05 月

15 日 
28,500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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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 43.1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25 10.65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握“稳中求进、深化改革”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党建品牌

“娄山关”建设为主线，以“党建引领项目”为抓手，促进党建经营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强

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和群团建设，持续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报告期内，国民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增长进一步放缓，区域交通运输受阻，工业投资延后，销售活动受到不同程度

的限制。环保政策正在持续推动水生态保护治理、水资源循环利用和绿色工业进一步发展。国内反渗透膜制造技术日臻

成熟，在各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国内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推动产能扩充，市场竞争正在加剧。国产品牌认可度持续

提升，高技术门槛的特种物料浓缩分离、零排放、海水淡化和市政供水提标等细分市场进一步释放。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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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愿减弱，下游净水机厂商销量下滑，家用膜市场竞争持续，新版《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的实施、下游

产品需求变化推动家用膜向高通量、定制化方向发展。海外市场方面，疫情持续影响海外运输和销售服务，网络销售得

到发展，更多本地品牌参与竞争，海外工业项目增加，以公司为代表的稳定性好、高性能的国产工业膜品牌进一步受到

市场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持续压力，采取研发、供应链、市场三条主线齐抓共管，海水淡化膜、耐酸耐

碱膜、大通量家用膜等高附加值产品性能不断提升，产品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同时，积极提升风险防控力度，落实年度

供应链管理策略，灵活应对物流受限，降低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品牌建设工作持续推进，视觉体系改版升级，加强营

销体系支持，提升消费终端的品牌认知。与此同时，公司加大工业膜直销市场开拓，注重客户资源的维护管理，立足技

术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抓住特种浓缩分离领域市场机遇，累积大型项目应用案例，海水淡化膜、特种分离膜、耐

酸耐碱膜实现销售增长。疫情延续使家用膜终端销售受到较大冲击，公司加大线上线下销售力度，重点推广大通量家用

膜，促进家用膜销售向中高端市场转变。面对海外疫情延续和长距离运输受限的形势，公司持续关注海外市场局势变化，

采取差异化区域营销策略，加强海外市场渠道建设，积极寻找新的市场机遇，维持海外市场业绩整体平稳。报告期公司

积极克服区域疫情反复对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上半年膜产品销售整体保持平稳，实现膜产

品板块销售收入 37,217.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99%。 

报告期公司保持中水回用项目稳定运营，同时在新能源、化工废水零排放、酸碱特种分离等市场积极拓展膜分离业

务，收获多个项目订单。同时，跟踪分析行业发展动向，加强技术研讨与客户交流，完善项目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

夯实膜分离业务项目运作能力。与参股公司绿色环保在膜分离应用技术领域建立良性共赢的业务协作机制，为进一步拓

展膜分离技术应用奠定基础。 

植物纤维业务方面，报告期内房地产市场依旧低迷，家具终端消费意愿下降，局部疫情影响线下门店消费，床垫行

业进一步整合，市场竞争激烈，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经营面临压力。报告期内，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采取

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推进产品升级，加强工艺技术改进，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对经销渠道出台区域性帮扶政策，加强

渠道建设，启动部分市场区域渠道“清零”计划，进一步提升全国市场覆盖度。同时，升级品牌形象，加大重点城市品

牌宣传支持，加强自媒体建设，提升品牌传播力度，大力度开展促销活动，降低疫情对市场的冲击。报告期内公司荣获

“中国家具行业领军企业”“家居绿色环保推荐品牌”“2022 消费者喜欢的家具品牌”“2022 年中国品牌日家居新国货

家具行业领军品牌”等称号，并于 6 月通过贵州省 2022 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产品取得“中国绿色产品认证”。

报告期积极克服市场低迷影响，经营业绩保持平稳，销售收入 20,359.3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62%。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全体员工攻坚克难，克服了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疫情局部散发等不利因素，维持了总体经营稳

定，实现销售收入 62,456.6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87%，营业利润 6,725.5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8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320.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18%。 

（二）其他重要事项 

1、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发布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5），对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书面说明和解释。 

2、董事、监事变更及换届 

公司于 2022年 2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22年 2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监事会成员。选举事项换届完成后，蔡志

奇先生、金焱先生、吴宗策先生、童亦凡先生、朱山先生、徐翔先生、梁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刘伟先生、

翁世明先生、胡枭凤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 

 

董事长：蔡志奇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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