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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5                           证券简称：宝利国际                           公告编号：2020-030 

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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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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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利国际 股票代码 3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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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良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988 弄虹桥万科中心

2 号楼 8 楼 
 

电话 0510-68838688-835  

电子信箱 wangxl@baoligroups.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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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5,862,864.41 859,082,357.76 -3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755,794.78 27,302,450.71 -21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1,737,237.88 -2,189,098.35 -1,80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643,592.60 -257,142,418.74 60.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4 0.0296 -2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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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4 0.0296 -21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2.20% 下降 4.6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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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473,888.66 2,899,484,688.89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9,194,901.44 1,260,510,497.46 -2.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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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德洪 境内自然人 30.65% 282,440,928 211,830,696 质押 221,962,500 

周秀凤 境内自然人 4.73% 43,567,200 0 质押 35,560,000 

彭凯 境内自然人 1.50% 13,789,912 0   

邱松 境内自然人 1.05% 9,718,000 0   

赖法卫 境内自然人 0.46% 4,234,600 0   

张藤 境内自然人 0.43% 3,992,500 0   

徐林芳 境内自然人 0.40% 3,673,597 0   

陈永勤 境内自然人 0.33% 3,060,000 0   

王潮彬 境内自然人 0.33% 3,000,200 0   

金逸鸥 境内自然人 0.26% 2,396,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德洪和周秀凤为夫妻关系，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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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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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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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我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疫情以及春节假期的影响下，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公路建设停工。在这种恐慌气

氛下，市场做出了非理性的反应，原油及沥青价格下挫。为了支撑油价，OPEC及其伙伴多次表达了继续履行减产协议的意

愿，原油价格持续出现上行趋势，对于沥青成本面支撑加强，沥青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到了2月下旬，新冠疫

情开始在国际各国爆发，引起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导致沥青失去了成本支撑，沥青价格也出现大幅下滑。 

公司及各地子公司于2月中旬陆续开始复工复产，但由于上游的供应商及下游的客户未全面开工，使得公司生产经营无法顺

畅开展，一季度营收较去年同期下降30%之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亏损近1600万元。从4月份开始，公司沥青业务

产业链的上下游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业务逐步进入正常运营的轨道。4月份的沥青价格处于低位，虽然公司沥青

产品成本有所下降，但产成品的平均销售单价也较低，从6月份开始，江淮流域开始进入长达62天“超长梅雨季”，导致公司

主要经营区域沥青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公司道路石油沥青产品实现营业收入32,786万元，同比下降15.92%；通用改性沥青营

业收入20,707万元，同比下降48.08%。 

（二）通航业务 

公司通航业务上半年稳定发展，尤其是直升机租赁业务，在手直升机全部进入租赁合同，公司将继续发挥优势，为客户持续

提供全面周到及精细化的服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58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2.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利润为亏损3,0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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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20 年 1 月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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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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