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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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隆科技 60319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术飞 张红梅 

电话 021-31273333 021-31273333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5500号 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5500号 

电子信箱 sbac@baolong.biz sbac@baolong.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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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4,817,249.96 3,750,553,501.11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01,575,270.72 1,035,221,313.88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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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39,233.10 70,384,374.66 33.18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382,163,209.06 1,520,944,921.95 -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856,293.45 56,462,444.68 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3,900,179.48 44,127,987.99 22.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6 5.62 增加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56 0.3411 15.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45 0.339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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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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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凌 境内自

然人 

22.16 36,802,672 0 质押 9,002,000 

张祖秋 境内自

然人 

11.42 18,963,676 0 质押 2,559,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3.01 5,000,000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21 3,677,350 0 无   

冯美来 境内自

然人 

2.16 3,592,662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1 3,498,238 0 无   

陈洪泉 境内自

然人 

1.81 3,005,813 0 无   

宋瑾 境外自

然人 

1.69 2,80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2 2,686,635 0 无   



陈旭琳 境内自

然人 

1.28 2,128,206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陈洪凌、张祖秋和宋瑾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并且是一致行动人；2、上述股东中，宋瑾系陈洪

凌之妻，陈洪泉系陈洪凌之弟、陈旭琳系陈洪凌之兄；3、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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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行业概况 

2020 上半年，受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全球众多汽车工厂停产或降低产量，汽车行业从生

产到消费遭遇了深重的危机。据 Marklines 统计，2020 上半年全球汽车产销分别为 3,124.90 万辆

和 3,216.78 万辆，同比下降 32.3%和 27.7%。2020 上半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为完成 1,008.78 万辆

和 1,023.0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6.8%和 16.9%。 

2、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的业绩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其中一季度的影响主要在中国国内市场，二

季度的影响主要在欧美市场，尤其是四、五月份欧美的社会活动限制导致的整车企业停产以及售

后市场需求下降使得公司海外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公司应对恶劣的外部环境变化，既采取必要措

施保证供应链安全和交付，也严格管控成本和费用。公司在新业务如乘用车空气悬架相关产品和

双目前视摄像头集成控制器总成的拓展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 138,216.32 万元，同比下降 9.12%；受益于不锈钢、铜等主要原

材料价格下降、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支持如社保减免等，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85.63 万元，同比增长 14.87%。 

 

报告期间内，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类别 2020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额 同比增减% 

TPMS 及配件和工具 48,685.24 48,877.13 -191.89 -0.39 

汽车金属管件 36,471.56 43,341.78 -6,870.22 -15.85 

气门嘴及配件 28,353.91 29,792.69 -1,438.78 -4.83 

其他 21,948.61 27,358.92 -5,410.31 -19.78 

合计 135,459.31 149,370.51 -13,911.20 -9.3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如下图：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市场的销售收入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额 同比增减% 

汽车 OEM 92,787.23 99,329.51 -6,542.28 -6.59 

汽车 AM 39,365.81 47,676.07 -8,310.25 -17.43 

非汽车 3,306.27 2,364.93 941.34 39.80 

小计 135,459.31 149,370.51 -13,911.20 -9.31 

 

 



 

报告期内，公司各市场区域的销售收入如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额 同比增减% 

境内 41,199.50 38,140.89 3,058.61 8.02 

境外 94,259.81 111,229.63 -16,969.81 -15.26 

小计 135,459.31 149,370.51 -13,911.20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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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