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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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金迪克 688670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长勇 谭华海

电话 0523-86205860 0523-86200906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郁金路12号 江苏省泰州市郁金路12号

电子信箱 gdk001@gdkbio.com gdk001@gdkbio.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648,408,667.31 1,754,489,818.27 -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00,232,637.74 1,461,370,160.69 -4.1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395,430.84 32,094,226.23 -4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258,012.55 -23,305,052.0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98,858.49 -25,869,933.2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713,108.47 69,322,947.23 -6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0 -10.1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5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50.39 87.53 增加62.86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93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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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余军 境内自然人 30.74 27,049,291 27,049,291 27,049,291 无 0

张良斌 境内自然人 30.74 27,049,291 27,049,291 27,049,291 无 0

张建辉 境外自然人 4.61 4,057,394 4,057,394 4,057,394 无 0

聂申钱 境外自然人 3.84 3,381,159 3,381,159 3,381,159 无 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

信证券金迪克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8 2,183,100 2,183,100 2,200,000 无 0

夏建国 境内自然人 2.37 2,086,865 2,086,865 2,086,865 无 0

泰州同泽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1,188,000 1,188,000 1,188,000 无 0

泰州同人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1,188,000 1,188,000 1,188,00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恒元五年定期

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9 691,414 0 0 无 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596,500 596,500 88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余军和张良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 余军为泰州同泽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张良斌为泰州同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余军、张良斌为一致行动

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证券代码：688670 证券简称：金迪克 公告编号：2022-023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77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21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2200.00

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55.18元。 截至2021年7月27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213,

96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78,283,870.00元，募集资金净额1,135,676,130.00元。 截止2021年7月

27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

华验字[2021]00052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3,811.33万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81,342.72万元，2022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12,468.61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20,

617.8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中期末余额为7,117.8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期末

余额为13,5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21,396.00

减：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 6,349.19

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115,046.81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14,596.29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 342.30

减：支付不含税发行费用的金额 1,136.90

减：直接投入募集项目的金额 79,215.04

减：购买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余额 13,500.00

加：累计收回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及结构性存款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861.52

截止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117.80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2021年第一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2021年8月12日，公司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

场调查一次。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年8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

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共有3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账户余额

期末未到期现金管

理投资产品余额

合计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州高新区支行

12830078801400000670 1,837.93 10,500.00 12,337.9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

行

8110501012001775448 5,279.87 3,000.00 8,279.8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

行

523901198910906 0.0007 - 0.0007

合计 7,117.80 13,500.00 20,617.80

注：截止2022年6月30日，招商银行泰州分行523901198910906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58元。

三、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8月，公司置换前期投入资金145,962,902.01元；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2021]0010380号《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并经公司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置换。 2021年8月1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14,938.59万元置换截止2021年8月5日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

查意见。

详情参见公司2021年8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金迪克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3）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的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

意见。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金迪

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4）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22年4月7日，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

见。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2年4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金迪克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1）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截止2022年6月30日，期末理财产品余额为13,500.00万元，取得到期收益345.39万元，未超过董

事会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授权范围，明细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元)

到期收益(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是否赎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1,000.00 3.20 2021/11/29 2022/01/04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3,500.00 9.34 2021/12/06 2022/01/05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4,000.00 33.91 2021/12/06 2022/03/07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4,500.00 11.08 2022/01/10 2022/02/10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4,500.00 10.51 2022/02/14 2022/03/17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4,000.00 10.52 2022/03/12 2022/04/11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4,500.00 30.24 2022/3/28 2022/06/30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3,500.00 4.40 2022/04/18 2022/05/05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3,500.00 8.47 2022/05/09 2022/06/09 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22/06/17 2022/07/18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6.69 2021/12/03 2022/01/04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12,000.00 31.50 2021/12/22 2022/01/21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6,000.00 15.50 2022/01/07 2022/02/07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11,000.00 27.95 2022/01/26 2022/02/25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5,000.00 13.33 2022/02/11 2022/03/11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11,000.00 27.95 2022/03/02 2022/04/02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5,000.00 13.12 2022/03/16 2022/04/15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11,000.00 29.36 2022/04/08 2022/05/09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5,000.00 12.91 2022/04/20 2022/05/20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5.41 2022/05/11 2022/06/10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4,000.00 2022/05/30 2022/07/01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6,500.00 2022/06/17 2022/07/18 否

合计 132,500.00 345.39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1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进行调整。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同

意的核查意见。

详情参见于2021年8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金迪克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四、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

在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6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35,676,13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4,686,

137.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8,113,

326.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注

1）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新建新型四价

流感病毒裂解

疫苗车间建设

项目

不适用

600,

000,

000.00

600,

000,

000.00

600,

000,

000.00

114,

435,

117.00

482,

120,

781.51

(117,

879,

218.49)

80.35

2023

年1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创新疫苗研发

项目

不适用

400,

000,

000.00

100,

000,

000.00

100,

000,

000.00

10,

251,

020.07

20,

316,

414.57

(79,683,

585.43)

20.31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补充流动资金

及偿还银行借

款项目

不适用

600,

000,

000.00

435,

676,

130.00

435,

676,

130.00

0

435,

676,

130.00

———

100.0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合计 —

1,600,

000,

000.00

1,135,

676,

130.00

1,

135,

676,

130.00

124,

686,

137.07

938,

113,

326.08

(�197,

562,

803.9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本期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具体情况详见注2。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2021年8月1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公司根据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金额从160,000.00万元调整

至113,567.61万元。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及目前

现金流量情况，决定调整新建新型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车间建设项目、创新疫苗研发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注2：2021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的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且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

见》。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35,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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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2

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并于2022年8月5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魏大昌先生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监事会一致同意通过公

司编制的《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金迪克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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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纯文字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邮箱gdk001@gdkbio.com。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江苏金迪

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 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2022年8月15日下午

16:00-17:00在“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召开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各位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和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二）召开方式：网络纯文字互动方式

（三）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军先生、独立董事管建强先生、财务总监黄强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樊长勇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公司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以在 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 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8月12日 17: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邮箱gdk001@gdkbi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23-86205860

传真：0523-86200152

联系邮箱：gdk001@gdkbi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 （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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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睦股份 600114 宁波东睦、G东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丰慕 唐佑明

电话 0574-87841061 0574-87841061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景江路1508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景江路1508号

电子信箱 yanfm@pm-china.com tangym@pm-ch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423,051,191.79 6,120,540,647.38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0,211,828.79 2,581,315,138.40 -6.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783,682,857.50 1,734,390,531.06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78,041.43 60,654,954.54 -2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483,111.01 56,343,516.94 -2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000,895.29 136,494,044.54 5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2.28 减少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69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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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0.62 65,467,200 0 质押 35,000,000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29 51,111,016 0 质押 30,000,000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6 29,968,000 0 质押 7,800,000

湖州国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国赞价值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4.72 29,100,000 0 无 0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投

资弈鸣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51 15,450,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周

期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64 10,108,055 0 无 0

应伟国

境内自然

人

1.39 8,542,796 0 无 0

广东莲花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莲花复利增长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22 7,489,6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匠

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12 6,900,358 0 无 0

信达澳亚基金－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

限公司－信澳诚通金控4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0.94 5,800,38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在上述股东中，已知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国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国赞价值 6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一村投资弈鸣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由公司部分骨干人员投

资成立，四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但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上述四方并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

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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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6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2年8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其中参加现场表决监事4名，监事山根裕也先生因境外工作等原因

未能现场出席，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并表决。 监事会主席周海扬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真实、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

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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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8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景江路150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107,1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43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志荣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池田行广董事因境外工作原因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山根裕也监事因境外工作原因请假；

3、 董事会秘书严丰慕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所有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01 选举朱志荣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1.02 选举芦德宝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1.03 选举曹阳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1.04 选举池田行广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1.05 选举多田昌弘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1.06 选举羽田锐治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 否

当选

2.01 选举吴红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2.02 选举汪永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2.03 选举楼玉琦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 出

席会议有 效

表决权 的 比

例（%）

是

否

当

选

3.01 选举周海扬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3.02 选举山根裕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3.03 选举庄小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32,107,109 100.00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朱志荣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2

选举芦德宝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3

选举曹阳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4

选举池田行广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5

选举多田昌弘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6

选举羽田锐治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选举吴红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2

选举汪永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3

选举楼玉琦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选举周海扬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2

选举山根裕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3

选举庄小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15,528,8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此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9名董事、第八届监事会3名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吴红春、汪永斌、楼玉琦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独立董事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未对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出异议。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天龙、常睿豪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天龙律师和常睿豪律师现场见证了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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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5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9名董事。 经协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8月5日16: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其中参加现场表决董事7人，董事池田行广

先生、羽田锐治先生因境外工作等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并表决。朱志荣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

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朱志荣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多田昌弘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芦德宝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2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志荣

委员：楼玉琦、曹阳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红春

委员：汪永斌、芦德宝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楼玉琦

委员：朱志荣、汪永斌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汪永斌

委员：多田昌弘、吴红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志荣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2022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肖亚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2022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曹阳、何灵敏、多田昌弘、肖亚军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肖亚军为公司财

务总监；同意聘任郭灵光、闫增儿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2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唐佑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2022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5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子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董事会同意对部分子公司董事人选进行调整，重新委派郭灵光、何灵敏和肖亚军担任浙江东睦科达

磁电有限公司和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除上述两家子公司董事人选进行调整外， 其余子公司董事人选不

变。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

总经理朱志荣简历

朱志荣：男，中国籍，1965年4月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宁波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2007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兼财

务总监、财务部部长。 2010年8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起担任公司党委书记。 2019年8月6日起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2014年被评为“第十三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 ，2015年被评为年度浙江省杰出职业经理人“金马奖” ，2019年被评

为“2016～2018年度鄞州区劳动模范” ，2021年被评为省级“培养工程” 专家、“宁波市百名创新人才” 、2021年中国机

电工业年度创新人物，2021年被聘为昆明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现担任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粉末冶金分会会长，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粉末冶金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董事会秘书肖亚军简历

肖亚军：男，中国籍，1972年10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东

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

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连云港富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遨森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宁波上市公司协会副秘书长、财务总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曹阳：男，中国籍，1963年7月生，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宁波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业务部长、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京东睦粉

末冶金有限公司、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担任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粉末冶金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第六届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粉末冶金分会副秘书长，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三届理

事会副秘书长，中国金属学会粉末冶金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粉末冶金分会常务委员，被聘为合肥

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兼职教授。

何灵敏：男，中国籍，1970年6月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1992年8月起先后在公司模架、模具、技术、制品、生产管理部工作，曾经担任公司模具制造科科长、制品制造部部长

助理、生产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2012年3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 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京东睦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上海富驰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连云港富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多田昌弘：男，日本国籍，1963年7月生，大学学历。

1986年4月进入日本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工作，1997年7月被派往宁波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1999年2月至今

任公司（2001年8月前为宁波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肖亚军：男，中国籍，1972年10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东

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

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连云港富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遨森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宁波上市公司协会副秘书长、财务总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郭灵光：男，中国籍，1982年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4年进入公司工作，曾担任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东睦（天津）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德清鑫晨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闫增儿：男，中国籍，1969年5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1994年7月进入公司工作，曾担任品质保证部质量管理科科长、品质保证部部长。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生产总监兼

质量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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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5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八届监事会3名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2年7月14日选举产生的2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经协商，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8月5日16: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其中参加现场表决监事4名，监事山根裕也先生因境外工作原因

未能现场出席，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并表决。周海扬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周海扬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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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6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8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其中参加现场表决董事8名，董事池田行广先生因境外工作等

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并表决。 公司董事长朱志荣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有关《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信息。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有关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

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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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302.38万元，影响本期利润总额1,302.38万元

●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8月5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基

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金融资产、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

查、分析和评估，2022年半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302.38万元，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99.05万元所致。 具体明

细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减值准备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备注

存货跌价准备 1,299.05

主要是2022年半年度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和部分粉末冶金产品计

提减值准备所致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3.33 主要是应收账款中的质保金期初期末变动所致

合计 1,302.38

其中，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在产品 51.60 69.09 221.88 342.57

库存商品 3,806.38 1,074.58 1,621.68 3,259.28

发出商品 462.41 169.44 394.27 237.58

原材料 597.38 -14.06 583.32

合 计 4,917.77 1,299.05 221.88 2,015.95 4,422.75

公司对2022年6月30日的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金额计

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导致存货的价值回升，存货跌

价准备在原已计提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为1,302.38万元，将减少公司2022年半年度利润总额1,302.38万元。 公司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及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减值依据充分，能够客观、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2年8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

出具了此次计提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

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真

实、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

（二）2022年8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次计提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

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真实、准

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

（三）2022年8月5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

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真实、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

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书面审核意见；

（二）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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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会聘任肖亚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

截至2022年8月5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秘书严丰慕先生任期届满，届

满后严丰慕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但仍将在公司任职。严丰慕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

勤勉尽责、认真履职，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战略规划和资本运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严

丰慕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辛勤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2年8月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肖亚军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2022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5日。

肖亚军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

业知识，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5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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