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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2-070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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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临精工 股票代码 3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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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程 徐华崴 

电话 0816-6800673 0816-6800673 

办公地址 
四川省绵阳高端制造产业园凤凰中路

37 号 

四川省绵阳高端制造产业园凤凰中路

37 号 

电子信箱 fljgzqb@fulinpm.com fljgzqb@fulin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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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943,655.53 1,069,971,553.93 15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3,963,694.31 160,407,596.24 12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75,620,543.40 140,427,615.57 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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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398,853.31 5,467,977.4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12 0.2171 38.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83 0.2171 37.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7% 7.43%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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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2,852,800.70 5,222,962,599.67 4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61,661,029.54 2,534,473,850.54 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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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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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富临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56% 371,244,012 9,986,685 质押 71,011,680 

安治富 境内自然人 10.96% 133,099,072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1% 15,976,108 0   

丛菱令 境内自然人 1.23% 14,985,017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澳

新能源产业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2,471,738 0   

曾广生 境内自然人 0.90% 10,989,836 7,989,347   

聂丹 境内自然人 0.85% 10,327,500 7,745,625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江源

优势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0% 9,699,223 0   

诺德基金－

山东铁路发

展基金有限

公司－诺德

基金浦江 70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6% 7,989,347 7,989,347   

全国社保基

金六零二组

合 

其他 0.64% 7,740,9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1、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治富、聂丹分别持有其 65％、1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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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安治富：公司实际控制人； 

3、聂丹：安治富之妻之兄之女； 

4、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1,244,012 股，其中，持有公司限

售股份数量为 9,986,685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9,244,012 股，通

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2,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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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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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子公司江西升华增资扩股 

2022 年 2 月，公司及子公司江西升华与宁德时代、长江晨道共同签署了《关于江西升华新材料有

限公司〈投资协议〉、〈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宁德时代进一步对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增资，

以人民币 14,400 万元认购江西升华增加的相同金额的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西升华

60%的股权，宁德时代和晨道资本分别持有江西升华 20%的股权。宁德时代已完成其认购江西升华增加

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4,400 万元的增资交割，江西升华的注册资本从 67,6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82,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1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暨签署补充协议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5），2022 年 2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二）子公司江西升华与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2022 年 2 月，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与江西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就新能源锂电正极材料产业项目投资、锂资源开发利用及产业项目对应核心原材料锂资源保障支持达成

合作意向。协议主要以下进行约定，江西升华在宜春经开区投资年产 20 万吨新型高压实磷酸铁锂正极

材料及配套主材一体化项目、研发中心及科技平台；推进锂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包括不限于锂矿开发项

目、锂盐产能建设项目、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等；宜春经开区基于项目对应核心材料锂资源保障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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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给予江西升华充足的保障及支持。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与宜春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三）公司及子公司芯智热控与政府签署投资协议 

2022 年 3 月，公司与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就公司子公司芯智热控在绵阳市

涪城区临港经济发展区新建新能源汽车智能热管理系统集成模块及核心零部件（电子水泵、电控执行器、

电子油泵、直流无刷电机）项目达成投资合作，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0 亿元人民币。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4）。 

（四）子公司芯智热控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

年 6月 29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

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

员工持股平台。本次芯智热控新增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100万元，公司实际控

制人安治富认缴注册资本 300万元，公司及芯智热控的经营管理及技术团队、骨干人员合计认缴注册资

本 600 万元。本次增资价格为 1.021 元/注册资本，增资方合计增资额为 1,021 万元。鉴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安治富，董事、总经理阳宇，常务副总经理王军参与本次芯智热控增资扩股及员工持股平台，前述

人员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芯智热控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3,000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 70%，芯智热控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披露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五）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子公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

意公司对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电控产业项目”中的“智能热管理系统”的募集资金用途予以变更，将“智

能热管理系统”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 24,959 万元投入到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的全资子公司富临

新能源实施的“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变更后的实施地点位于四川射洪西部国际技术合作

产业园。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2）。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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