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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22-093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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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力泰 股票代码 3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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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洋  

电话 021-3115609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楚工路 139 号  

电子信箱 knttzxx@k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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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19,201.45 479,506,144.83 -3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082,607.90 -17,768,567.29 -21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7,904,176.73 -24,740,794.79 -13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3,184,352.11 -171,079,718.36 189.54%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6 -0.0363 -215.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6 -0.0363 -215.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5% -1.77%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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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828,235.32 1,300,898,386.70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2,746,584.86 911,018,198.04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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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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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

禾企业

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38% 70,352,740 0 冻结 26,543,00001 

绍兴柯

桥领英

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12% 20,172,500 0   

吴国政 
境内自

然人 
3.45% 16,861,926 0   

胡晓珅 
境内自

然人 
1.17% 5,725,100    

石河子

怡科 

股权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1% 5,448,734    

季旻珉 
境内自

然人 
0.81% 3,957,500    

高秀忠 
境内自

然人 
0.79% 3,857,700    

景总法 
境内自

然人 
0.76% 3,727,725 3,199,000   

严家华 
境内自

然人 
0.64% 3,123,990 2,796,710   

上海子

午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子

午潜道

六号私

募证券

其他 0.59% 2,8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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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石河子怡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中国银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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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8,734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48,734股。 

2、季旻珉通过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957,500股，实际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3,957,500股。 

3、高秀忠通过华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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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7,700股，实

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857,700股。 

4、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午潜道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99,9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99,900股。 

注 0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海南大禾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70,352,74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其中被轮候冻结股数为

26,543,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37.7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7 月 26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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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控股股东 

变更日期 2022年 04月 11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金力泰：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

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年 04月 11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22年 04月 11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金力泰：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

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年 0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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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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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化工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以及第二季度上海市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对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造成

不利影响，公司电泳涂料业务营业收入 1.59亿元，较 2021年同比减少 39.73%；面漆业务营业收入 1.34亿元，较 2021 年同

比减少 34.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08.2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围绕“双轨战略”，持续完善“涂料+树脂研发全平台”与“智能喷涂中心”，基于“核心树

脂自制——涂料研发——喷涂应用模拟”的一体化研发平台，持续优化改良粉末配套电泳涂料、无磷前处理配套电泳涂料、

紧凑型水性工艺、高固体份等重点产品，完善电泳、面漆产品矩阵，稳定公司业务基本盘；持续推进乘用车原厂漆、轻金

属表面处理+3C 涂料、修补漆业务，推进紧凑型水性工艺、低温水性塑料件涂料、碳纤维透明底漆和清漆等产品在乘用车

客户线开展认证及试线工作。 

1、乘用车原厂漆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及国产涂料替代的契机，展开业务拓展，凭借公司核心树

脂自制、智能涂装实验室、色彩实验室以及产品研发等优势，已取得华北某新能源汽车的供应商资格，目前公司相关产品

正在客户处试线；同时，公司在吉利晋中新能源汽车厂、吉利贵阳新能源汽车厂、华晨新日新能源乘用车批量供货的基础

上持续展开大型乘用车主机厂认证。 

此外，在乘用车原厂漆业务开拓过程中，公司将持续通过与复旦大学、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共建的联合研究中心合作，

针对性优化乘用车涂料的配方，强化技术积累，构建公司乘用车涂料产品体系与矩阵。 

2、轻金属表面处理+3C 涂料 

新材料业务作为公司“科研驱动与产业转化”双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现阶段及未来大力发展的具有高附加

值的业务板块。2022 年 6 月，为实现业务板块整合统一管理，同时进一步明晰公司组织架构，强化对子公司的统筹管理，

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降低管理成本与风险，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

时）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完成了上海金杜 49%股权收购，上海金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轻金属表面处理业务方面，报告期内，上海金杜已实现可功科技笔记本壳体表面处理的小批量交付。2022 年下半年，

上海金杜将在以下方面展开工作：1）加快铝合金黑色陶瓷化降本及吸光优化，推进铝合金陶瓷氧化在激光雷达及光学结构

部件上推广应用；2）加快陶瓷氧化应用于手机、平板及穿戴产品的外观面；3）通过自研及高校间合作，研发超耐腐蚀、

超耐磨、及高绝缘的高性能系列产品，加强与航天军工单位合作；4）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努力培养表面处理相关的专

业人才队伍，以及合作开发轻合金表面处理新工艺引入量产进行市场推广。 

3C 涂料业务方面，可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外壳的搭配 MAO 素材的水性 PU2涂体系、搭配皮膜/MAO素材的水性高温烤漆涂

料、水性 UV 一涂色漆除水性 PU2涂体系处于中试阶段外，其余已小批量应用，上海金杜下半年将持续优化相关产品，并作

出更多市场推广。 

3、工业面漆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面漆产品矩阵在大巴漆、工程机械漆、陶瓷涂料的基础上，新推出了水性发动机涂料、水性车桥

涂料、水性工业高温清漆、水性钢制轮毂漆，相关产品已通过相关客户的性能验证，部分已经在相关客户处量产使用。大

巴漆系公司自 2020 年起在工业面漆板块重点发力的产品之一。公司研发的高固体份工业面漆产品符合 GB/T 38597-2020

要求，于 2022 年初成功进入宇通高固产品供应商名录，其中宇通专用车基地已开始批量使用高固体份产品，宇通新能源基

地选用了高固体份亮光黑面漆，车身目视效果超过同行业产品水平。此外，随着水性化趋势的逐步扩大，公司持续对水性

大巴漆进行迭代研发，目前已在部分客户进行现场验证。 
4、修补漆 

2022 年 3 月，安徽足迹已完成工商变更，安徽足迹自此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江苏足迹涂料

有限公司将把其拥有的市场资源、客户关系，研发生产销售人员、专利技术、商标等导入安徽足迹，安徽足迹将承接江苏

足迹之主营业务专注于修补漆研发、生产与销售，同时还从事丙烯酸树脂和胶粘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江苏足迹此前成功开发了汽车修补漆配色系统以及系列配套辅料，相关产品主要用于乘用车内外饰的涂装和乘用车后

市场的钣喷修补（各 4S 站、钣喷中心等）。其智能配色系统将为修补漆调色增加新的更为便捷的方式。另有高品质大巴专

用涂料，包括环保中涂、底色漆和罩光清漆等系列产品用于大巴原厂涂装。 

此外，安徽足迹的年产 7 万吨的环保水性材料、汽车涂料、光固化材料、丙烯酸树脂及胶粘剂项目目前已完成该项目

一期安评、环评、能评、规划等报批手续，开始桩基施工，预计年底结构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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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树脂研发 

树脂作为涂料行业领域中举足轻重的原材料，直接影响到涂料产品性能与成本。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水性聚氨酯

树脂、高固丙烯酸树脂、防流挂树脂的研发研制；其中自主研发的水性聚氨酯树脂将在乘用车主流水性 B1B2工艺涂料中推

广；针对于低温的大巴清漆和塑料件清漆，研制的更高外观和耐性的高固丙烯酸树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量产；应用

于低温塑料件的清漆树脂需要的低温防流挂树脂，目前市场上被外资垄断，公司预计今年年底前实现技术突破。 

 

（二）其他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如下重大事项：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及编号 
1 2022/1/12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6） 
2 2022/1/21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 
3 2022/1/21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自愿锁定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1） 
4 2022/3/17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5） 
5 2022/3/17 关于公司阴极电泳漆、面漆产品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7） 
6 2022/3/22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8） 
7 2022/3/22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9） 
8 2022/3/22 关于监事辞职事项的说明 

（公告编号：2022-030） 
9 2022/3/23 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1） 
10 2022/3/24 关于收到部分董事辞职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5） 
11 2022/3/24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6） 
12 2022/3/25 关于收到部分董事辞职信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7） 
13 2022/4/1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1） 
14 2022/4/8 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3） 
15 2022/4/11 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6） 
16 2022/4/15 关于并购基金与石河子怡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份回购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1） 

17 2022/4/30 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1） 

18 2022/4/30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3） 

19 2022/5/27 关于公司总裁及控股子公司总经理增持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1） 

20 2022/6/10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6） 

21 2022/6/10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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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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