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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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股份 60131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爱华 张彦 

电话 0710-3340127 0710-3340127 

办公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汉江北路65号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汉江北路65号 

电子信箱 ir@chinacamel.com ir@chinacam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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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957,079,603.54 10,735,688,328.91 11,275,768,572.62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338,493,542.63 5,866,007,828.55 5,839,643,498.20 8.0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234,947,588.74 172,622,209.93 171,926,333.53 36.11 



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4,330,434,905.07 4,237,423,779.68 4,230,324,615.98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06,806,406.43 283,590,835.44 287,595,898.49 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36,937,449.50 256,240,220.18 260,245,283.23 -7.5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04 5.08 5.18 减少0.04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 0.33 0.34 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33 0.34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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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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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本 境内自然人 26.21 226,441,028 0 质押 108,000,000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9 115,678,468 0 质押 65,378,468 

建水县驼铃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2 69,272,388 0 质押 33,333,332 

刘长来 境内自然人 3.29 28,414,380 0 质押 17,74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4 27,088,948 0 无 0 

杨诗军 境内自然人 2.03 17,500,830 0 质押 11,000,000 

路明占 境内自然人 1.16 10,008,084 0 质押 10,008,084 

谭文萍 境内自然人 1.10 9,476,154 0 质押 3,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其他 0.94 8,160,74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3 6,29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驼峰投资和驼铃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先生的控

股公司，刘国本先生兼任驼峰投资执行董事和驼铃投资董事

长。刘国本先生之配偶与董事长刘长来先生之配偶系姐妹，股

东谭文萍女士系董事刘国本先生侄媳。除此以外，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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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增速明显下滑，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3.7%和 12.4%。受上游汽车市场

影响，公司主机配套市场业务压力增大，但受益于公司销售渠道建设成果逐步显现、电商平台产

品宣传力度加大和品牌竞争力提升等因素影响，主机配套市场销售情况领先行业，维护替换市场

销量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固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433,043.49 万元，同比增长 2.19%；

实现净利润 31,600.22 万元，同比增长 5.67%；实现税收 5.49亿元，同比增长 1.95%。 

（二）铅酸电池循环产业链运营情况 

1、铅酸蓄电池主机配套市场市占率继续提升，电池销量行业领先 

公司积极拓展配套业务，完成了宝马现场审核，获得了新项目发包权，通过了奔驰-戴姆勒

0SA 审核，为公司提升高端车市场配套率奠定了基础；报告期内，公司主机配套市场市占率提升

至 42%；公司继续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市成立销售分支机构，扩编销售业务人员，以更好地联络、

服务当地经销商，进一步实现渠道下沉，同时积极发展终端自营业务，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构

建“线上下单，线下服务”的服务体系；2019年上半年已完成全国 253 家地市销售分支机构的建

设，增加销售业务人员约 160 人，维护替换市场销量同比继续上升，市占率保持在 25%左右；海

外市场方面，公司马来西亚电池生产工厂开始试生产，预计下半年正式投产，为配合海外工厂未

来的产能释放，公司加强出口业务拓展，报告期内出口业务实现显著增长。 

2、再生铅业务逐步放量，盈利情况良好 

新疆再生公司近期投产，安徽再生公司开始动工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废旧电池破碎量约 12

万吨，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162%，下半年公司再生铅产能有望进一步释放；公司在全国所有

试点省份申报了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试点资格，现已取得湖北、天津、山东、



河南等省的试点单位资格，其余省份申报工作积极跟进中；2019 年公司拟依托遍布全国的销售分

支机构建立规范的回收利用体系，按照国家废铅蓄电池回收试点方案要求，设立约 200 个集中转

运点及超过 1 万个收集网点，全面响应国家试点工作方案。 

（三）锂电池循环产业链建设情况 

公司消化现有投资、提升技术能力、降本增效，报告期内新能源版块实现减亏。 

锂电池业务方面，公司紧跟新能源市场与时俱进的步伐，细化市场领域，优化产品结构、客

户结构和经营模式，2019 年新建了轻混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目前已进入试生产期间，产能将

有序释放；研发领域，12V 启停电芯攻克了锂电池极低温度（-40℃）的脉冲高倍率放电难题，解

决了低温型电池高温耐受性差问题，实现了-40℃15C SAE 冷启动及持续 65℃工作温度的能力，且

产品得到主机厂认可，与数家世界主流主机厂建立了技术交流渠道；48V 启停产品设计已定型冻

结，并完成了供应链体系的建设，产品成本更具优势，已获得日产多个车型定点。 

电机电控业务方面，中克骆瑞公司一期项目建设按计划进行，同时进行项目开发和小批量产

品试制销售，预计一期项目于今年四季度投产，可具备年产 5 万套驱动系统产能。 

动力电池回收方面，公司在湖北谷城投资建设的第一条动力电池回收中试示范线完成设备安

装，处于调试运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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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表附注“五、44.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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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长来 

2019年 8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