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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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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28,139,62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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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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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楠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  

传真 0750-6103091  

电话 0750-6109778  

电子信箱 lxn00078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为锦纶 6 切片和纺丝的生产、销售。涉及化工行业的产品主要为锦纶 6 切片，切片产品核心原材料是己

内酰胺。公司的切片产品除部分供给内部纺丝使用外，还通过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主要供给下游市场的民用纺丝、改性塑

料、工程塑料以及注塑等行业的应用。 

2022 年上半年，部分己内酰胺工厂因故障或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形势的影响而减产，上游纯苯价格上涨，同时国际原油

价格大幅波动，从而影响公司原料价格的坚挺，呈现震荡走高趋势。公司也受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措施影响，物流配送受到

阻碍、工厂适当减产、控制库存，实体经营困难重重，但公司采取紧贴市场、经营快进快出策略，同时抓住高附加值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盯紧汇率波动及时结汇，争取税收政策优惠等一系列措施，经营上取得一定的成效。 

进入 2022 年下半年，美、欧、亚地区多国经济数据普遍下滑，引发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拖累市场需求走向低迷，

中石化己内酰胺结算价大幅下调，且出口订单不足，下游工厂心态悲观，聚合和纺丝工厂库存压力大，出现降价去库存态

势，价格竞争激烈，同时由于高温天气，让电于民，公司部分子公司产能受限。年末库存增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经营上出现一定的亏损。 

2022 年全球仍遭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国家从多方面扶持及减免税收政策。如：支持防护救治、支持

物资供应、鼓励公益捐赠、支持复工复产等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对公司 2022 年度的经营有着积极的作用。 

锦纶行业依然是长周期性、竞争白热化形势，基于以上多种因素，面对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公司认为降本增效是最

直接提升竞争力的途径，需要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继续探索产品多元化、差异化、功能化，为持续改善企业经营结果提

供稳定的保障。 

公司的经营业绩主要通过控制成本，研发各种差异化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适用性和附加值，以提高利润率。本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与上一报告期相比，并无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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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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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3,147,875,051.31 3,153,609,288.33 -0.18% 2,822,548,56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19,507,796.43 1,485,512,830.12 -4.44% 1,440,200,110.07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2,913,672,945.15 3,320,195,262.18 -12.24% 2,349,811,15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5,207,530.47 56,263,725.66 -198.12% 38,106,19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1,367,428.09 65,778,878.89 -178.09% -21,421,65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5,199,181.60 24,479,825.44 -1,591.84% -237,268,695.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190.91% 0.0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190.91% 0.0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1% 3.85% -7.66% 2.6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74,586,396.11 740,228,198.38 732,606,324.02 666,252,02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885,768.66 35,929,505.65 -52,145,076.99 -58,877,72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725,509.61 34,184,554.23 -51,807,960.82 -54,469,53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0,344,739.39 -106,370,013.08 -93,020,718.18 -35,463,710.9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0,042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9,8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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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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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83% 146,991,124.00 0 

质押 145,198,182 

冻结 146,991,124 

林清怡 境内自然人 2.15% 11,359,516.00 0   

财通基金－青岛城投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天禧

188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50% 7,920,000.00 0   

薛建新 境内自然人 0.85% 4,480,000.00 0   

太仓德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9% 4,179,289.00 0   

滕顺祥 境内自然人 0.57% 3,022,386.00 0   

史竹君 境内自然人 0.43% 2,284,200.00 0   

林芸珍 境内自然人 0.42% 2,222,900.00 0   

陈仲 境内自然人 0.38% 2,020,300.00 0   

史双富 境内自然人 0.38% 1,98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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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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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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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1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

序号：213558），决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22 年 1 月 26 日，本次发行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因其为其他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213558 号），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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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中止对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的审查。公司及公司本次发行与上述律师事务所被立案调查事项均无关。 

2022 年 2 月 25 日，在满足提交恢复审查申请的条件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213558 号），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恢复对公司本次发行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13558 号），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2022 年 8 月 27 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2022 年 8 月 23 日到期后起延长十二个月，即延长至 2023 年 8 月 23 日，并延长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以上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并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11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因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

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以上相关披露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查询索引如下： 

公告名称（公告编号） 披露日期 

美达股份：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45） 2021-08-06 

美达股份：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46） 2021-08-06 

美达股份：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1-061） 2021-08-24 

美达股份：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2022-001） 2022-01-04 

美达股份：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2022-007） 2022-01-28 

美达股份：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的公告（2022-009） 2022-03-02 

美达股份：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2022-010） 2022-03-10 

美达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031） 2022-08-03 

美达股份：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2022-032） 2022-08-03 

美达股份：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公告（2022-033） 2022-08-03 

美达股份：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36） 2022-08-19 

美达股份：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2022-049） 202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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