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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1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3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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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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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箭股份 股票代码 00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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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梁铨 沈惠强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东新区振兴东路

43 号桐乡市商会大厦 B 座 15 楼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东新区振兴东路

43 号桐乡市商会大厦 B 座 15 楼 

电话 0573-88539880 0573-88539880 

电子信箱 allen00537@163.com shenhui0316@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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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9,620,942.61 543,845,505.96 1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779,226.22 62,864,639.01 1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171,615.42 9,132,224.17 63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322,678.72 59,319,640.72 4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5 13.33%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3.80%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27,853,368.76 2,074,311,470.95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0,554,768.90 1,690,903,867.06 1.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7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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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耿亮 境内自然人 20.10% 86,110,293 64,582,720 质押 54,340,000 

浙江双井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04% 38,750,000 38,750,000 质押 38,749,998 

泰达宏利基金

－民生银行－

国民信托－国

民信托·证通 1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9.04% 38,750,000 38,750,000   

虞炳英 境内自然人 5.28% 22,611,200 11,305,600   

沈会民 境内自然人 3.88% 16,605,000 12,453,750   

严宏斌 境内自然人 2.11% 9,045,600 6,784,200   

沈洪发 境内自然人 2.00% 8,590,000 6,442,500   

俞明松 境内自然人 1.70% 7,281,500 5,050,750   

沈林泉 境内自然人 1.64% 7,042,000 5,183,600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兴

业信托－双箭

股份 1 期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48% 6,347,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沈耿亮先生与虞炳英女士为夫妻关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为沈耿亮先生

及其女沈凯菲女士控股的公司（沈凯菲女士持有其 75.76%股份、沈耿亮先生持有其 16.67%

的股份），沈耿亮先生、虞炳英女士和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他上述股

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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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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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总体经营情况 

在国家安全监管、环保督查力度持续加大的政策背景下，公司管理层贯彻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创新模

式，凸显主业，做强多元，多头并进”的整体发展战略，继续做强主营业务，发展上下游产业链，推进产

业升级，发挥企业规模优势，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继续做大养老健康产业，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开

拓市场、加快产业布局步伐、打造知名品牌。充分利用双箭股份作为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通过资源整合

提升核心竞争力，继续巩固和强化在行业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持公司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打造集团化、

国际化的新双箭，实现公司的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962.09万元，同比增长19.45%，营业利润8,854.19万元，同比增长

29.93%，利润总额8,941.80万元，同比增长31.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77.92万元，同比增长

15.77%。 

（二）2018年上半年，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快开拓国内外市场的步伐，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进行了分析，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销售变化情况，适时调

整销售策略，通过多渠道开发新客户，力求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占有率。同时，公司不断开发和寻

求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拓展橡胶相关产业，助推企业转型。 

2、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推动信息化管理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定有效的体系管理标准及要求，形成良好的集团化内部管

理体系，同时，加强信息化管理建设，进一步推进ERP生产制造深化应用（MES）项目，有效地提升了管

理水平和生产效益，从而达到保质量、降成本、增效益的目标，保障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3、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遵循“以技术改造为导向、优化创新能力”的战略构想，围绕行业绿色技术发展方

向，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与同行企业、科研院校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快产业升

级，充分发挥企业技术中心和研究院的优势，加快科学技术应用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快装备改造，积极推

进生产装备自动化和生产管理过程智能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巩固公

司的行业地位。公司为豫北物流基地生产的单线长15公里管状输送带为世界之最。公司为湖州南方物流码

头“空中运输走廊”项目提供橡胶输送带，该项目从企业到码头，在运输、仓储、装卸、泊船等方面统统靠

电，实现“零排放”运输，这是我国首个实现“全电物流”模式的案例，改变了传统公路运输方式，大大缓解

了公路运输压力，还减少扬尘噪音、尾气对环境的影响。 

4、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从源头上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理念，不断强化培训，强化隐患整改，

企业安全生产水平逐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政府各级安全监督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

月”的活动要求，认真有效扎实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狠抓安全生产和隐患整改落实，多次举办安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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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进行考核，积极推进安全生产建设，，从源头上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5、高度重视维护投资者关系，强化积极服务和回报股东的意识 

报告期内，公司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决定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从而推动公

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增强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积极健全并完善内

控制度建设，规范三会运行，健全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方面工作，并通过互动易平台、投资

者来电接听等多种方式，保证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交流的畅通，缔结更为紧密的投资者关系，维护公司市值

稳定。 

6、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 

报告期内，公司为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积极践行“以人为本、科技创新、恪守诚信、合作共赢。”

的双箭核心价值观，举办了一系列竞赛和活动，为员工创造了能施展才华、体现人生价值的工作氛围， 

7、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乌兹别克斯坦项目顺利验收 

2018年5月，由公司参与建设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橡胶制品厂输送带制造技术服务项目顺利通过产

品合格验收。至此，由保利、北院、双箭共同承接的国家“一带一路”乌兹别克斯项目圆满告捷，不仅为公

司带来了发展新机遇，也成为了公司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成功典范。 

8、稳步推进养老健康产业布局，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随着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养老健康产业作为国家政策支持发展的朝阳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和市场前景。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顺利扭亏为盈，同时，积极探索公建民营居

家养老新模式，凤鸣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暨和济颐养院凤鸣分院已正式运营。公司二级子公司苏州红日养老

院亦以其先进优质的全方位服务满足了老年人生活和精神的需要，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澳洲双箭为公司在澳大利亚从事输送带销售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公司正与澳洲双箭

剩余40%股权的股东（目前由其负责澳洲双箭的经营管理）协商收购其股权事项，由于双方在股权收购事

项上出现分歧，澳洲双箭未能按时提供财务报表，故本报告期澳洲双箭未纳入合并范围。目前双方正在就

剩余40%股权收购事项进行协商。澳洲双箭截至2017年末总资产为人民币2,955.6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245.59万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5,105.23万元、34.27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3,373.40万元、-39.11万元。澳洲双箭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耿亮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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