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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信息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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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672231450Y

3.企业通信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工业园

4企业邮政编码：276400

5.企业联系电话：0539-7373168

6.企业电子邮箱：sbfhcl@126.com

7.企业经营状态：在营

8.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的生产、销售；销售：铂、铑、黄金制品、煤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总股本 500,000,000 股，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63,701,361 股，占

比 52.74%；流通股 236,298,639 股，占比 47.26%。

10.企业投资信息或购买其它公司股权：公司下设三个全资子公司，分别是临沂天炬技能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沂水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淄博卓意玻纤材料有限公司。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33,227,540.59 1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126,508.89 1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9,746,495.69 2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24,132.93 392.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1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 减少 0.7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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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总资产 4,920,440,911.48 5,081,713,285.41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540,274,148.79 2,358,147,639.90 7.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14,398.3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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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45,665.98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69,502.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9,553.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380,013.20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2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临沂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3,701,361 52.74 263,701,361 托管 263,701,361

东方邦信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6,218,300 15.24 0 无 0

黄河三角洲产

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黄河三角

洲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50,560 0.97 0 无 0

牛爱君 境内自然人 4,140,000 0.8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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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忠玲 境内自然人 3,048,000 0.61 0 无 0

李钊 境内自然人 2,278,000 0.46 0 无 0

高贵恒 境内自然人 2,159,000 0.43 0 无 0

吴同德 境内自然人 1,270,000 0.25 0 无 0

李金保 境内自然人 1,270,000 0.25 0 无 0

杜纪山 境内自然人 1,270,000 0.25 0 无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方邦信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76,218,300 人民币普通股 76,218,300

黄河三角洲产

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黄河三角

洲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850,560 人民币普通股 4,850,560

牛爱君 4,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0,000

宋忠玲 3,0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8,000

李钊 2,2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8,000

高贵恒 2,1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9,000

吴同德 1,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0,000

李金保 1,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0,000

杜纪山 1,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0,000

张善俊 1,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0,00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及

前 10 名无限售

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及转融通

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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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30.26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减

少及归还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应收账款 183.90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减

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62
报告期内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所

致；

在建工程 322.48 报告期内零星工程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33.20
报告期内预付购买铂金款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38.11
报告期内部分银行短期借款到期

偿还所致；

应付票据 266.45
报告期内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

加所致；

合同负债 -65.09
报告期内开具暖费收入发票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2.18
报告期内计提工资和工会经费增

加所致；

应交税费 30.37
报告期内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

致；

税金及附加 -32.84
报告期内城建税及附加税减少所

致；

研发费用 52.13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82.59
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9.08
报告期内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0.00 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8.92
报告期内淄博卓意公司减少经济

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75.24
报告期内天炬节能公司减少货物

补偿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2.74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76

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

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9.84

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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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2022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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