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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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1,771,131,936.16 11,437,253,386.27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66,635,250.75 6,525,196,116.39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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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587,694.99 234,947,588.74 245.86 

营业收入 4,066,413,270.38 4,330,434,905.07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212,685.25 306,806,406.43 -2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307,566.04 236,937,449.50 -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 5.04 减少1.3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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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6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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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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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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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5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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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水县驼铃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23,837,659 0 无 0 

杨诗军 境内自然人 1.53 13,214,730 0 质押 13,214,730 

谭文萍 境内自然人 1.09 9,42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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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从强 境内自然人 0.7 6,040,000 0 无 0 

骆驼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7 5,75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驼峰投资和驼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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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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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萍女士系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先生侄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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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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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一季度逾 50 天无法正常运营。公司一方面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为防疫抗疫捐款捐物，开展为抗疫车辆免费提供电池及安装服务救援等公益活动，

另一方面全力以赴抓复工复产，生产经营迅速步入正常轨道。截至 3 月底，公司各生产工厂均基

本达到满负荷生产，4 月份公司主要产品累计销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疫

情带来的损失。 

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16.8%和 16.9%，受此影响公司主机配套市场业

务压力增大，但得益于整车厂对公司产品的认可及公司产品的快速交付能力，公司的主机配套业

务恢复至同期水平，市场份额达到 48%，比去年年底上升 3 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公司销售渠道建

设成果逐步显现、线上线下产品宣传力度加大和品牌竞争力提升等因素影响，维护替换市场也快

速步入增长态势。公司上半年铅酸电池销售量同比增长 3.7%，其中 4-6 月铅酸电池销量同比增长

约 2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6,641.33 万元，同比下降 6.1%，系上半年主要原材料铅的均

价同比下降（上海有色金属网 2020 年上半年铅均价同比下降 15.92%）、公司产品销售策略调整及

再生铅外销量同比下降等因素影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21.27 万元，同比下降

20.40%，其中扣非后的净利润为 21,730.76 万元，同比下降 8.28%。净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系疫情

停工期间的固定成本摊销、非经常性收益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公司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6,590.04 万元，同比增长 1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94.89 万元，同比增长

21.7%。 

公司各业务板块报告期内主要运营情况如下： 

1、铅酸蓄电池主机配套市场“跑赢”行业 

2020 年一季度，受春节放假、疫情等影响，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42.4%。公司配套市场业

务 2-3 月销售情况因疫情影响低于同期，后期随着汽车产业链逐步复工复产，公司产能及时恢复，

4-6 月各月销量均赶超同期。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导入红旗 HS5\HS7、东风悦达起亚新 K5、智跑、

广州本田飞度、长安马自达 CX-30 5 款车型量产供货，前三款车型配套电池均为 AGM 启停电池；

完成奥迪 A6L、Q5L、A4L、北京现代悦纳、上汽通用探界者、昂科威 6 款车型的切换供货，全部

为 AGM 启停电池。上半年公司配套市场业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约 1%，优于行业水平，其中启停

电池配套量同比增长近 20%，商用车配套量同比增长约 4.3%。同时，公司 2020 年度 26 个配套新

项目开发按计划进行，与福特、上汽大通、通用、起亚、日产、本田等 9 个海外项目开发也在推

进中，为后期配套市场份额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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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铅酸蓄电池维护替换市场继续保持增长 

公司持续加强维护替换市场开发及品牌推广，报告期内一是对重点区域进行渠道精耕，加强

销售团队考核，针对性的提高渠道能力，补全空白市场；二是开展“开门红”、“同心抗疫复工复

产”、“四大品牌大聚会”等营销活动，应对疫情及市场竞争影响；三是除了通过新闻、口碑、自

媒体等渠道进行品牌宣传报道，还通过在爱奇艺视频、楼宇电梯、门店门头投放广告，提升公司

品牌曝光度和影响力，不断挖掘市场增量空间。公司维护替换市场第二季度销量同比增长约 21%，

上半年累计销量增长约 5.4%，市场份额保持在 25%左右。 

3、提升工艺、降本增效，再生铅业务快速恢复至同期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不断完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建设，一方面持续开展各再生铅工厂的工

艺提升改进，降低能耗、辅料成本，通过再生铅处理工艺的标准化管理，使生产更稳定、高效、

环保。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公司再生铅产能释放不及预期，第二季度产量快速增长，废旧电池破

碎量同比增长约 24%；上半年废旧电池累计破碎处理量约 12 万吨，恢复至上年同期水平。 

4、新能源电池业务取得积极进展 

公司积极切入锂电池低压应用，抢占高功率、高安全，长寿命轻混锂电池市场。在 48V 应用

领域，公司建立了系列产品的完整开发平台，独家配套的东风日产 48V 启停项目于今年 4 月顺利

量产；12V 方面，公司已与多家欧洲北美高端 OEM 进行技术对接、通过评审、商务洽谈。EV 平

台业务（换电模式）方面，公司对新的商业模式快速反应，已经与换电机构、主机厂和相关政府

达成意向。储能电池方面，骆驼新能源 MWh 级储能系统已经上线，该储能系统环境适应性好，

循环寿命优异，以集装箱为载体，集电池柜、电池管理系统、监控系统于一体，公司正在积极推

广中。 

与此同时，公司燃料电池研发取得重大成果，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共同完成省科技厅增程

式燃料电池系统重点专项研发任务并通过验收。骆驼集团武汉研发中心已具备检测燃料电池部分

核心材料及关键部件、单体电池的能力，具备小功率电堆研发试制能力。公司将积极通过高校产

学研合作、内部技术开发、产业链企业协同合作等，推进公司在燃料电池行业的技术积累及产业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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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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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