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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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流股份 6039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莺 梅雪 

电话 0571-86285017 0571-86280821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兴国路398号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兴国路398号 

电子信箱 zy@chinaclutch.com mx@chinaclut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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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557,554.40 2,064,331,766.38 2,064,331,766.38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61,762,179.80 1,133,381,870.61 1,133,381,870.6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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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量净额 

49,257,344.11 54,048,457.41 48,521,801.57 -8.86 

营业收入 664,939,136.71 744,027,145.54 563,415,800.29 -1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9,652,016.71 58,915,866.70 49,366,853.91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1,967,580.03 36,840,586.21 38,750,652.30 4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11 4.73 4.31 增加0.3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7 0.3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7 0.3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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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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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德萨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6 52,650,000 0 无   

张智林 境内自然人 6.14 9,841,037 0 无   

张婷 境内自然人 5.44 8,711,412 0 无   

顾俊捷 境内自然人 5.02 8,037,667 0 无   

沈永生 境内自然人 2.93 4,689,754 0 无   

沈金海 境内自然人 2.28 3,652,026 0 无   

张克明 境内自然人 1.96 3,145,000 0 无   

钱国群 境内自然人 0.97 1,560,387 0 无   

高建新 境内自然人 0.82 1,306,291 0 无   

江志明 境内自然人 0.81 1,290,94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德萨实业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2、张智林、张婷分别持有德萨实业 51%、49%的股份，

且张智林与张婷为父女关系； 

3、2017年 3月 9日张智林、张婷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书，对公司的共同控制关系将至少维持至公司股票发行

上市后三十六个月；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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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汽车制造业前期受疫情影响，整体经济运行态势承受较大压力，后期伴随各

地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的持续带动，市场表现总体好于预期。汽车产销延续了回暖势头，保持了较

好的发展态势。公司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收入和利润均有下滑，二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复苏态

势持续向好，制造业供需两端持续回暖，消费市场继续改善，重大基建项目加快开工，公司主动

调整生产经营政策，积极应对，扎实稳步的推进各项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1、夯实主业：公司本部及湖北三环合计离合器产品年产量在 500 万套左右，近 2 千余种型

号，可覆盖 90%以上乘用车和商用车型，规模效应及高适配性的优势，帮助公司获取了较高的市

场份额。报告期内，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复工复产，全体员工攻艰克难，受疫情影响，在一季

度整体不利情况下，二季度，公司积极调整应对策略，较好的实现半年度经营目标。未来，在巩

固汽车离合器细分行业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公司将通过不断推进产品创新和科技进步，进一步

提高市场份额，扩大规模生产优势；同时，有效利用既有的完善的营销网络，不断叠加新产品品

类，增厚收入和利润。 

2、新销售与物流中心：子公司西湖欧洲经过多年发展，“WESTLAKE”品牌不断为欧洲各地客

户带来源源不断的质量上乘的离合器产品。因其业务扩大，对仓储空间、件号备货的需求更为强

烈。报告期内，西湖欧洲新销售与物流中心落地建成，将大幅提升仓储物流运作与管理效率，降

低相关成本，预期将给欧洲客户提供更加快速便捷的订单处理及发货服务；新办公楼的环境改善

进一步提升欧洲销售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新测试中心将在未来的售后服务中为欧洲客户提供

更加及时的技术支持。 

3、智能制造：公司“年产 300 万套离合器冲压车间智能化数字化建设项目”列入浙江省经信

厅 “四个百项”重点技术改造示范项目征集计划。其以数字化为核心，以自动化为基础，打通从

订单、生产到出入库管理的各环节数据流，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化水平。项目

实施达产后，预计生产效率提升 10%、能源利用率提高 10%、运营成本降低 20%、产品不良品率

降低 20%。今后，公司也将继续响应关于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业化融合的创新战略，致

力于推动传统制造向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通过整合创新研发、精密

制造、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存储及应用等，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为客户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4、Geiger 本地化：自 2020 年开年以来，中央密集部署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将大幅改善新能源汽车用车环境，随着政策对燃油车限制的增多，以及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

带来的成本降低和电池续航增加等因素，我国新能源汽车将在短暂下滑后进入市场启动期，预计

未来几年将实现高速增长。 

公司在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及对汽车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后，确定将子公司 Geiger 的新



 

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制造本土化的思路。Geiger 是德国精密金属零部件隐形冠军，其拥有先进

的自动化生产和精密加工技术，且在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领域具有成熟的产品和客户基础。新能

源汽车核心部件的本土化生产，将大大降低高昂的人力成本，并解决长距离运输的成本问题，更

好地适应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对高精密零部件的需求，为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目前公司已落实该项目的配套用地需求，项目建设完成后，可形成电机轴、定子壳体、冷

却泵轴、电动刹车助力器和铝叠层盖板等多种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为公司立足下一赛道做好长

足的准备。 

5、农机离合器业务：近几年公司大力发展农机离合器业务，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在农机市场

占有率逐步提升。庞口农机配件城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农机配件市场，销售网络覆盖全中国乃至整

个亚洲，每年都有各地的农机配件经销商来此采购。本报告期，公司在庞口开设了直营店，进一

步贴近客户需求，有利于提升铁流离合器在农机市场的知名度和占有率，让客户更深入的了解公

司及公司产品、拓展销售渠道、开辟公司业务新增长点。 

6、精益生产：公司一直强调以更少的人力，更少的空间，更少的投资和更短的时间，生产符

合顾客需求的高质量产品。精益生产不是简单做好现场 5S 管理，最终目的是杜绝浪费，降本增效，

使精益思想贯穿在每个岗位上。以精益生产为基石，坚持“安全至上”、“士气先行”、“质量为王”、

“效率制胜”四项准则，同时做好“成本把控”。公司确保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变革，

加强“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打造智能工厂，提升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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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