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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2-075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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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明珠 股票代码 0021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繁联 梁芳 

办公地址 沧州市永济西路 77 号明珠大厦 沧州市永济西路 77 号明珠大厦 

电话 0317-2075318、0317-2075245 0317-2075318、0317-2075245 

电子信箱 lifanlian999@126.com liangfang426@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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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23,769,581.74 1,354,736,398.25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292,313.38 232,695,610.03 -3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147,022,906.74 220,073,687.66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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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636,706.38 88,580,250.22 30.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8 0.1641 -3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8 0.1641 -3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6.45%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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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4,969,929.43 5,513,096,491.95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85,614,172.49 3,696,604,259.1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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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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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80% 422,586,045 0 冻结 203,880,000 

钜鸿（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0% 76,611,77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行

业景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4% 44,489,693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20,214,805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4,672,153 0   

于立辉 境内自然人 0.84% 11,847,222 0   

陈舒 境内自然人 0.64% 9,052,68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0% 8,553,878 0   

华夏基金－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产品－华夏基金－

信泰人寿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9% 5,593,868 0   

李萍 境内自然人 0.29% 4,04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于立辉先生为公司董

事、实际控制人于桂亭先生之子，为公司控股股东东塑集团的一致行

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前十名股东中股东于立辉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 350,870 股股份，通过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496,352 股公司股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847,222 股。股东李萍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4,043,000 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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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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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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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及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披露了《沧州明珠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以及沧州明珠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137,515.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年产 38,000 吨高阻隔尼龙薄膜项目（芜湖）”、

“年产 38,000 吨高阻隔尼龙薄膜项目（沧州）”、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沧州明珠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于 2022年 06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226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25,377,259 股新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06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1）。 

公司于 2022年 08 月 09 日披露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公司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 254,773,567 股，该部分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08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

1,417,924,199 股增加至 1,672,697,766 股。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宏伟 

 

2022年 08月 30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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