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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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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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盛新材 股票代码 00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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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其 陈洁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35 号融盛商务中心 1

幢 2410 室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35 号融盛商务中心 1

幢 2410 室 

传真 0512-65073400 0512-65073400 

电话 0512-65073528 0512-65073880 

电子信箱 wenqi.wang@szhssm.com.cn jie.chen@szhss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为 PCM、VCM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四条 PCM、VCM 生产线，年产理论

值达到 24 万吨，新建的高端数字化复合材料生产线处于试生产阶段。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所使用的基板、保护膜、涂料皆

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公司生产的 PCM 彩钢板不仅可满足家用电器使用环境和使用寿命的要求，而且具有良好的成型加

工性，能够满足高速、精密加工设备的要求，可批量用于冰箱门板、侧板、后背板、洗衣机箱体、热水器外桶和微波炉

外壳等家用电器的装饰。公司生产的覆膜彩图板(VCM)表面花纹色彩丰富、装饰效果好、有较高的表面光泽度，具有耐

磨损、耐腐蚀、耐油渍、方便擦洗、良好的加工性能等优点。产品市场覆盖国内外各大品牌。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以客户为核心。在消费疲软的背景下，“用户决胜”时代已经来临；市场的逻辑不再是企业生产什么客户买什么，而

是客户需要什么企业生产什么。公司将从“以用户为中心”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市场占比，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抢占

客户群体，提高公司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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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发驱动发展。在客户需求理念的更迭下，对产品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升级产品

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持续不断的更新产品的“外观颜色”及“内在品质”，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附

加值，起到促进消费、提高效益、增加溢价的作用。 

（三）市场地位 

公司是最早进入到国内家电用复合材料行业的企业之一，起步早、底子厚、市场占比高，目前已成长为国内较大的

家电外观复合材料制造商之一。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两家制造业子公司被先后评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生产及开发能

力上均达到国内领先状态。从市场占比来看，我司产品已覆盖市场上大部分中高端家电品牌，远销东南亚等多个国家，

获得了新老客户的认可及诸多荣誉。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依托公司多年来在行业积累的深厚底蕴，紧紧抓住国家“双碳”

战略机遇以及政策机遇，进一步优化复合材料产业发展，不断提升公司产业价值链，全流程打造绿色、高质产品。公司

致力于扩大家电用复合材料的应用和向中高端产品升级，研发并产业化生产优质 PCM、VCM、PPM 等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

的新产品，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并且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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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187,222.50 1,634,854,623.94 -6.46% 1,448,142,5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14,466,612.83 527,996,006.87 16.38% 441,173,386.92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2,133,261,940.03 2,268,832,965.66 -5.98% 1,822,307,28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5,931,950.95 81,975,951.20 -19.57% 55,080,11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1,011,071.63 74,568,732.88 8.64% 55,446,38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8,992,286.74 110,866,912.67 70.47% 85,004,403.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3 -18.18%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3 -18.18%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9% 16.92% -5.3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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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111,064.94 530,244,505.82 539,262,360.89 515,644,00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377,479.68 22,732,290.01 23,186,019.00 -4,363,83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3,683,533.87 31,488,424.59 29,651,053.82 -3,811,9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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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608,820.82 5,494,876.85 92,631,915.28 -2,743,3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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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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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科创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30% 77,667,917 26,238,284 冻结 77,667,917 

赵东明 境内自然人 19.74% 48,984,550 0   

蒋学元 境内自然人 1.81% 4,500,000 0 质押 4,500,000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1.72% 4,266,211 0   

赵茜菁 境外自然人 1.53% 3,800,000 0   

严晓君 境内自然人 0.87% 2,168,800 0   

朱建花 境内自然人 0.84% 2,082,600 0   

苏州和兴昌商

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1% 1,523,616 0   

朱建华 境内自然人 0.60% 1,500,000 0   

查磊 境内自然人 0.60% 1,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蒋学元为赵东明的妻弟，赵茜菁为赵东明的女儿，赵东明和蒋学元分别持有苏州和兴

昌商贸有限公司 73.33%和 26.67%的股权，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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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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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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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张伟通过中科创资产管理持有的公司 7,766.79 万股股份已被司法拍卖成功，分别

由李云飞竞得 26,238,2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8%），上海泓垣盛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竞得 51,429,6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3%），均已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 

（2）截止本报告日，赵东明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赵茜菁女士、蒋学元先生、苏州和兴昌商贸有限公司及赵福明先生合计

持有公司 58,844,1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2%），赵东明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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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张伟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 1217 万元。深圳中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予以拍卖原实际

控制人持有的 77,667,917 股股票，2022 年 12 月 28 日竞买人李云飞竞得 26,238,284 股，已付清拍卖款。 

2023 年 2 月 8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李云

飞持有公司 26,238,28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8%。公司股东中科创资产持有公司 51,429,633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20.73%，公司股东赵东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学元先生、赵茜菁女士、苏州和兴昌商贸有限公司及赵福明先

生合计持有公司 58,844,1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2%。赵东明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23 年 2 月 9 日，经公开竞价，用户姓名为“上海泓垣盛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泓垣盛”），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成功竞得公司 51,429,633 股无限售流通股。2023 年 3 月 14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裁定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 51,429,633 股禾盛新材无限售

流通股股票以人民币 341,328,188.3 元的价格强制转让给买受人上海泓垣盛所有。上述被拍卖的股份已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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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法定代表人签署页） 

 

法定代表人：   梁    旭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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