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058                                公司简称：赛轮轮胎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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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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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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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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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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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轮轮胎 601058 赛轮金宇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军 李吉庆 

电话 0532-68862851 0532-68862851 

办公地址 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塑新材料

大楼 

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塑新材料

大楼 

电子信箱 ziben@sailuntire.com ziben@sailuntir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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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5,475,932.59 17,877,325,141.20 1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636,664,397.66 7,067,861,066.53 8.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55,716,310.59 1,314,357,522.52 10.75 

营业收入 6,797,551,012.68 7,091,909,447.70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5,044,790.44 506,995,443.75 2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38,495,369.14 481,186,795.49 3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63 7.72 增加0.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19 3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19 31.5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0,16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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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98 377,431,682 188,087,774 冻结 377,431,682 

杜玉岱 境内自

然人 

9.54 257,678,538 109,717,868 质押 257,678,470 

延万华 境内自

然人 

4.27 115,379,842 48,821,943 质押 107,021,900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7 77,418,000 0 质押 77,418,000 

袁仲雪 境内自

然人 

2.63 70,897,906 17,800,000 质押 43,897,906 

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2 62,695,924 62,695,924 质押 53,2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30 62,197,563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1.96 52,937,719 0 未知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57 42,475,490 0 未知 0 



－019L－CT001沪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25 33,789,452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袁仲雪与杜玉岱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袁仲雪及其控制的关联主体均应与杜玉岱保持一致行

动；杜玉岱担任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延万华与杜玉岱签订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

将其所持有股份委托给杜玉岱管理，委托期限自 2019年 8

月 1日起至 2020 年 7月 31日（延万华于 2020年 7月 31

日与杜玉岱签署了新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其所

持有股份委托给杜玉岱管理，委托期限自 2020年 8月 1日

起至 2021年 7月 31日）。因此，袁仲雪、青岛煜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延万华构成杜玉岱的一致行动人。黄山海

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

行动协议》，因此，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构成新华联

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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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初，国内新冠病毒爆发，为抗击疫情，国内经济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一季度末，国内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开始逐步恢复。进入二季度以后，新冠疫情席卷了全球其他国家，这些

国家开始了平衡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矛盾之路。面对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世界秩序出现调整及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公司管理层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

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公司在管理层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做一条好轮胎”的使命，齐心合力取得了优异的经

营业绩：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98 亿元，同比下降 4.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35亿元，同比增长 25.26%。 

1、疫情防控兼顾寻找新机遇 

报告期内，面对突发疫情，公司坚持员工生命安全至上的原则，在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

作小组并建立信息统计和提报网络，动态掌握和关注每一位员工的情况，有效地断绝了疫情的发

生，保障了员工的健康及公司有序的生产经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公司还积极推进相关项

目建设，东营工厂半钢子午胎扩建项目、沈阳工厂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项目上半年按计划推进，

越南工厂半钢子午胎扩产项目的首条轮胎也正式下线。这些项目的顺利推进，为公司更好的满足

客户需求打了基础。 

同时，公司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通过青岛市红十字会捐赠 1,000万元（其中公司捐款 600万

元，管理层及员工捐款 400万元），用于疫情抗击与防控工作；还通过武汉当地经销商、车队等各

种渠道，紧急调配，为武汉当地医院建设和医院救治等提供轮胎、口罩等物资支援。 

2、两化融合再添新篇章 

公司作为行业内首家采用信息化技术控制生产全过程的企业，一直致力于智能制造、两化融

合等领域业务的推进与发展。近年来，公司先后获批成为“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国家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企业”、“国家物联网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示范企业”及“国家服务型制造示

范企业”。近日，公司“基于智能制造的轮胎企业工业大数据应用项目”成功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针对传统轮胎行业数字化转型困难等痛点，公司联合软控股份、青岛科技大学、中国电信，

阿里达摩院等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了“橡链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该平台将助力公司数字化转型

升级，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集聚、融合，形成一个“开放、共生、共赢”的生态系统。公司

还与科大讯飞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共建“橡胶轮胎行业人工智能联合创新中心”，

将联合创建国内首个“橡胶工业设备声纹库”，促进人工智能和橡胶轮胎行业的深度融合。 

3、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公司旗下品牌路极轮胎（Roadx Tyre）正式牵手英超西汉姆联足球俱乐部，成为其 2020-2022

年全球官方合作伙伴，路极轮胎将携手西汉姆联一起征战英格兰顶级联赛。未来，公司将与西汉

姆联共同推出线上线下活动，以进一步提升赛轮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展示公司充满激情的国际

化品牌形象。另外，公司还推出了新零售智能管理系统，将经销商、门店、消费者在线上、线下



进行有机结合，打通了从工厂到消费者全链条的信息流及物流，为“点对点”订单生产和配送优

化的供应链模式提供了基础和依据，有利于进一步拉近公司与消费者距离。 

在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十七届“世界品牌大会”上，公司以 508.72亿元的品牌价值入围

2020年“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位列 124位，品牌价值较前一年度增长 106亿元，增幅

达 26%。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 五（44）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