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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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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轮金宇 601058 赛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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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橡胶谷B栋 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胶谷B栋 

电子信箱 ziben@sailunjinyu.com ziben@sailunjin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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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5,977,559.46 12,907,745,951.01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02,147,797.37 4,532,299,841.01 -2.8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822,527.63 700,027,378.15 -153.83 

营业收入 6,525,991,723.46 5,149,808,816.85 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17,652.84 207,910,619.20 -9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99,137.64 202,422,453.07 -9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4.77 减少4.34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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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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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玉岱 境内自然人 6.45 147,960,670 0 质押 130,000,000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7 77,418,000 33,418,000 质押 77,000,000 

吴梦玲 境内自然人 2.44 55,971,701 0 无 0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40 55,000,000 0 无 0 

延万华 境内自然人 2.32 53,314,944 0 无 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51,641,201 0 无 0 

延金芬 境内自然人 2.20 50,509,732 0 无 0 

首创京都期货有限

公司－首创京都稳

健 1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2.20 50,415,732 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6 49,441,811 0 无 0 

袁仲雪 境内自然人 1.96 44,978,306 0 质押 43,897,8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杜玉岱担任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与其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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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8月 1日起至 2017年 7

月 31日。上述协议期满后，延万华与杜玉岱重新签署了《股

份委托管理协议》，委托管理期限自 2017年 8月 1日起至

2018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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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赛轮

债 

136016 2015 年 11

月 2 日 

2018年 11

月 2 日 

0 5.1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68   0.631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78   5.8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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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趋于改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普遍呈现温和复苏趋向，但复

苏基础仍不稳固。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战略等重大改革

开放举措取得进展，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一方面受原

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较大，成本上升较快，另一方面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贸易壁垒和技术

壁垒越来越多。面对上述国内外经营形势，渠道稳定、产能发挥好的企业表现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面对上述各种不确定性，公司按照年初整体规划的路线执行各项工作。2017 年 1-6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65.26 亿元，同比增长 26.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921.77 万元，同比下

降 90.76%。2017 年第二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74 亿元，同比增长 16.40%，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6,993.61 万元，同比下降 37.97%。若扣除 2017 年 6 月末对 KRT 集团计提的商誉减值



2,064.23 万元的影响，则公司 2017 年第二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为 9,057.84 万元。 

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营销方面：公司围绕“提升对老客户的销量、开发新客户、突破标杆客户”的思路展

开工作。具体表现为：通过邀请经营商参加联谊会、座谈会、展会等市场推广形式，与经销商沟

通当前销售的实际情况，交流行业发展趋势，进而加大对集团客户的开发力度；通过职能细化并

配置专人的形式，对不同细分市场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优化、新增等策略，优化市场销售渠道；

不断加快空白区域开发、重要新市场开拓以及配套市场挖掘，进一步完善客户体系；通过调研市

场动向寻找并攻克标杆客户，报告期内公司成功进入北京公交集团轮胎供应商名单。 

2、品牌推广方面：由公司冠名赞助组建的赛轮金宇越野车队第三次征战环塔拉力赛并荣获

T2 组（量产组）冠军，借助赛事营销的方式使公司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报告期内公司与聚

胶、车与轮、轮胎商业网三家轮胎行业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积极应用新媒体以及有影响力

的自媒体进行日常新闻推送的方式，不仅提升了品牌影响力，还逐步搭建起了公司的媒体体系；

利用电商平台对消费者进行品牌推广，公司在京东和天猫平台设有赛轮金宇官方店铺，针对消费

者开展促销活动，目前公司为京东平台国产轮胎品牌中唯一自营入仓品牌。 

3、组织效率和团队建设方面：通过管理者组织效率与团队建设专项工作计划，引导各级管理

者开展工作，从流程改善、培训、下属沟通约谈、团队活动、离职面谈、员工需求、管理分享等

几个维度来加强组织效率和团队建设；年初公司启动了总经理约谈机制，通过新任职、新调任、

新职能调整约谈及诫勉性约谈，一方面激励管理者更好的尽职履责，另一方面对存在的问题或趋

势及时进行纠偏，对组织效率和团队凝聚力的提升起到较好的效果。 

4、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方面：一方面通过信息化和自动化项目的实施提高生产组织的运行效

率，以效率降低成本，同时进一步向内进行成本挖掘，减少浪费，降低公司的成本水平；另一方

面加快自动监测项目的实施，最大限度减少现场的人为干预，降低过程风险，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 

5、技术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公司在新产品开发、产品改善优化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报告

期内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33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始终聚焦业务、深入业务、

融入业务，建立了 IT 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评价机制，为信息化长期应用的效果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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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

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依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7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调增其他收益本期金额 175,855.81 元，调减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

175,855.81 元。 

财政部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的规定，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公司对该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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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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