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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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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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洲新春 60366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洁 杨上锋 

电话 0575-86339263 0575-86339263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

大道199号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

大道199号 

电子信箱 xcczqb@xcc-zxz.com xcczqb@xcc-zx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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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3,007,130.02 3,111,197,288.03 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9,209,574.30 1,730,229,521.4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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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51,255.85 87,433,620.71 27.47 



营业收入 779,194,738.99 955,358,746.66 -1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02,041.69 60,906,500.38 -5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24,072.66 48,784,149.27 -6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3.57 减少1.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1 -5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1 -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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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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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峰 
境内自

然人 
23.82 69,621,123 0 质押 55,000,000 

王学勇 
境内自

然人 
8.96 26,188,237 0 质押 23,543,700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16 23,863,421 16,956,521 质押 10,590,000 

俞越蕾 
境内自

然人 
6.60 19,281,618 0 质押 19,180,200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76 8,066,260 0 无 0 

张玉 
境内自

然人 
2.35 6,880,750 0 无 0 

吴岳民 
境内自

然人 
2.12 6,210,200 6,210,200 无 0 

海通并购资本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上海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二期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99 5,820,000 0 无 0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0 4,970,600 0 无 0 

新昌县蓝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67 4,885,69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峰、王学勇、俞越蕾、新昌县蓝石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张玉系公司控股股东张峰之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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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行业竞争不断加剧。面对严

峻的经营形势，公司安全、平稳、有序地推进复工复产，继续进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技术

研发创新和市场开拓，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稳步推进转型升级, 优化产品结构 

公司于五年前以“稳定套圈业务，开拓汽配市场，做强轴承产业”为目标实施了企业的转型

升级，近年来效果显现。公司产品收入结构逐年优化，今年上半年，套圈业务收入占比已由往年

高峰时期的 85%下降到 39%，轴承业务占比则由 15%上升至 29%，汽配业务（含新龙实业车用空

调管路件）从零增长至 14%。境内外业务的收入占比也呈现良好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境外业务

从当初 70%左右下降到 38%，境内业务则上升至 62%。从发展趋势看，境内业务会越来越重要，

实现进口替代、境内外双循环是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加大研发力度，逐步实现进口替代 

创新发展一直是公司取得业绩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司产品实现“进口替代”的核心动力。由

公司开发生产的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风电滚子，球环滚针轴承产品等已实现进口替代，且

主要供应给国内客户及跨国公司的中国厂区，助力经济内循环。报告期内： 

1、公司持续稳步推进新项目及新产品研发，以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业务切换竞争激烈的传统

产品业务。今年重点开发的精密圆锥雕刻机轴承和高速纺杯轴承等，均以实现进口替代为目标；

已创新开发的低噪音调心滚子轴承，部分噪音指标优于国际同类产品，明年有望量产。未来，公

司将加大研发力度，将产品由单一部件向小集成单元发展，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正进行三叉轴



单元、自动张紧轮等的开发。 

2、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进展顺利。高性能滚针轴承和风电滚子已于 2019 年批量供应，今年

也将持续上量。电梯项目比汽车项目需要更长的客户跟踪时间，今年上半年，公司自主开发的电

梯钢带轮部件已经进入目标客户的产品试验和工厂审核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可进入小批量生产

阶段，绳轮球轴承等应客户需求加紧开发，电梯项目未来市场需求较好。 

3、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成材率稳步提高。该产品已多年配

套奥托立夫，今年又新开发了客户均胜电子（JSS），这两家公司是特斯拉的主要汽车安全产品供

应商。其中，奥托立夫将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已经上市的国产版 Model 3 和即将上市的 Model Y 车

型供应诸多安全产品。公司已与奥托立夫联合成功开发头部安全气帘气体发生器部件，随着特斯

拉在上海超级工厂的建成投产，公司产品将谋求更大的业务机会。 

4、公司构建了员工都可以参与的渐进式改进和微创新环境，激发了全员参与创新的热情，成

效显著。上半年，公司颁发了年度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奖项，技术创新一等奖增至 6 个项目，

二等奖增至 13 个项目，创新成果的含金量和数量比往年大幅提升。 

三、提升生产系统能力，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近年来，公司持续打造规模化车间和精品车间。今年上半年，轴承事业部下属厂区都在进行

大规模的生产线重新布局工作，预计将于下半年完成。调整后的生产线布局有效节约厂区面积千

余平方，可缩短物流周转距离，提升生产效益。捷姆轴承将于 10 月份完成热处理生产线搬迁，12

月底前完成智能化改造。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公司去年新设的墨西哥工厂已于今年 4 月

份完成了生产线布局和基础设施的安装工作，预计 9 月底可向美国客户供应首批产品。 

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外部环境完全改变，客户对订单需求的波动，要求生产系统提升快速

反应能力。公司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客户的沟通联络，协调好公司供应链和产业链，做好在手订单

的按期交付，以及新订单的开拓。公司持续优化 ERP 系统，利用系统进行生产计划的管理，重要

指标监控实现目视化，可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提升了管理效率。各生产分部量身定制成本管控方

案，成本管控措施各有特色，库存管控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的半年度业务受国内外疫情双重拖累，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降幅。上半年，

新业务成长体量较小，虽不足以改变综合经营绩效，但为下半年及明年的业绩增长打下基础。随

着二季度国内产业全面复工，以及近期国外客户生产逐渐恢复正常，三季度公司业务订单量明显

提升，预计下半年业绩将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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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峰 

2020 年 0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