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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31                                                         证券简称：聚赛龙                                                         公告编号：2022-031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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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赛龙 股票代码 3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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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若思 熊艳 

电话 020-87886338 020-87886338 

办公地址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

（村）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

（村） 

电子信箱 zhengquan@gzselon.com zhengquan@gzsel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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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485,019.67 595,984,239.54 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02,307.94 35,336,409.86 -4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149,086.33 30,397,914.26 -6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005,611.01 -45,617,064.54 -7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54 0.9863 -5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54 0.9863 -5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8.62% -4.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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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13,939,591.08 1,243,465,977.25 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0,516,667.62 456,384,494.69 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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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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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源增 
境内自然

人 
24.55% 11,730,000 11,730,000   

任萍 
境内自然

人 
16.68% 7,970,000 7,970,000   

横琴聚合盈咨询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1% 2,347,640 2,347,640   

郝建鑫 
境内自然

人 
4.81% 2,300,000 2,300,000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8% 1,665,125 1,665,125   

广东粤科新鹤创业投资

有限 

公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0% 1,387,604 1,387,604   

广东粤科泓润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0% 1,387,604 1,387,604   

珠海横琴聚赛龙咨询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3% 1,258,427 1,258,427   

横琴恒裕联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9% 1,000,000 1,000,000   

舟山向日葵朝阳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4% 925,069 925,0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郝源增、任萍、郝建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郝源增与任萍为夫妻关系，

郝建鑫为郝源增、任萍之子。珠海横琴聚赛龙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郝建

鑫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未发现存在关联关系或构

成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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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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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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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由于国际形式复杂严峻，新冠疫情反复，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下游应用领域需求放缓，行业内

竞争明显加剧，因此公司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公司紧紧围绕 2022 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积极开展经营活动，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548.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8.31%，但同时，受上游原材料与辅料价格相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的影

响，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0.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8.49%。 

（一）市场方面 

家电和汽车是公司最重要的下游应用领域。上半年家电终端消费市场低迷，行业增速不及预期；汽车市场受新冠疫情影

响，3-4 月由于部分区域停工停产，汽车上游供应链均受到影响，此外，由于下游行业需求增速放缓，行业内竞争加剧，报

告期内，公司家电和汽车材料业务的收入增速不及预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 8.31%。 

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各地市相继发布汽车下乡、家电

下乡、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促销费政策，家电和汽车市场迎来复苏，市场信心得到提振，得益于下游行业利好政策稳

定实施，上游供应链企业需求得以恢复，下半年公司销量有望得到恢复。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服务现有家电、汽车领域的客户，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领域、新市场： 

1、 在汽车领域，公司积极推进各大汽车品牌定点项目开发，关注新能源车市场，车用材料通过了长安、东风、广汽、奇

瑞等新能源车型的材料要求。公司车用内外饰材料可以应用于长安深蓝等新能源车型。  

2、为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公司关注回收再生材料的应用，2022 年公司取得了 GRS 认证（全球回收标准）和 PCR 认证

（消费后材料认证），为公司“绿色、低碳、环保”产品的推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公司投资新设立控股子公司科睿鑫，布局光伏领域 POE、EVA胶膜等材料应用。科睿鑫成立于 2022 年 3 月，2022 年 6

月，科睿鑫引入合资方广州蒎烯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133.33 万元，公司持有科睿鑫 75%的股权。科睿鑫

生产基地位于安徽芜湖，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相关产品已实现小批量供货， 公司将结合行业前景及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情

况，逐步投资其产能建设。 

（二）研发方面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积极探索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报告期内，公司的多项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取得重要突

破，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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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开发了汽车保险杠、轮眉等外饰用免火焰处理聚丙烯复合材料，在保持材料高流动性、高韧性、高刚性的同时，

零件喷漆前可免去火焰处理环节直接喷涂，不但降低了成本，也提高了客户生产现场的安全性，深受下游客户欢迎。 

（2）公司开发的车用聚丙烯复合材料通过广汽三菱材料级别和零部件级别实验要求。该材料具有熔指高，冲击强度强，模

量大等特点，适合于制作薄壁高刚保险杠等产品，预计该材料今年下半年将在新款车型的保险杠上下本体及周边部件得到

应用。 

（3）公司开发出具有优异机械性能、高耐热性能、平整度优良的无卤阻燃 PPO 材料，该材料用于电池托盘可以满足新能

源汽车电池周转和自动封装的要求。 

（4）公司针对电器领域高安全性和高性价比的要求，开发出高耐温及耐候 PVC/ABS 合金系列，应用在消防应急灯、排插

和电控盒等领域，具有高性价比、高阻燃性、耐候、耐热等特性。 

（5）公司针对家电外观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结合公司在聚苯乙烯材料多年耐候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布纹效果高耐候聚苯

乙烯系列材料，应用在空调外壳等家电和汽车内饰件，具有免喷涂、免织物覆盖、环保、再生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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