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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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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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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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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新材 600458 未发生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智 林芳 

电话 0731－22837786 0731－22837786 

办公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 

电子信箱 xiazhi@csrzic.com linfang@csrzic.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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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6,043,393.25 15,996,427,449.28 15,996,427,449.28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777,674,900.22 4,779,334,501.96 4,779,334,501.96 -0.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7,626,659,137.63 5,860,645,110.14 5,736,766,685.98 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4,319,937.91 19,590,955.38 18,409,615.16 58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0,929,930.62 -21,387,581.93 -22,561,882.7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7,633,112.80 740,393,181.79 794,473,235.38 -138.8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79 0.44 0.41 

增加2.3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 0.02 0.02 75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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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43 292,494,103  无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2 66,029,078  无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2,338,786  无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8,909,666  无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9 7,179,675  无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7,070,109  无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5,574,515  无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5,142,908  无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4,837,788  无  

郑宋妹 境内自然人 0.38 3,048,908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 1、3、5、7名股东的控股股

东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 2、4、6、8、9名

股东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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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目标，在坚持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各

项挑战，坚持创新引领，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深化精细化管理，各项业务协调发展，整体运营稳

中向好，为全面完成年度经营目标打下了良好的铺垫。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76.27

亿元，较上年同期 58.61亿元（追溯调整后）增加 17.66亿元，同比增长 30.13%。 

 

报告期内，公司轨道交通业务单元发展基本平稳，在原材料上涨、机车市场和动车市场出现

调整等不利形势下，仍实现销售收入 18.70亿元，较上年同期 13.00亿元（追溯调整后）增加 5.7

亿元，同比增长 43.85%。 

市场拓展效果明显。1.机车车辆产品线销售收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检修市场海内

外都取得实质突破，销售过亿元；2.线路减振产品线的主导产品钢弹簧浮置板已完成产业化并全

面进入市场，成为主要增长点；3.桥建隔震产品线的主要增长点是建筑与 LNG（液化天然气）储

罐项目板块因成功把握能源布局机会，收入规模翻番；4.风电联轴器作为新产品拓展厚积薄发，

上半年新签订单超过 6000万元。 

新签订单不断突破。海外大客户累计新增订单超 1.8亿元；实现了英国、美国维修市场批量

订单突破；高铁扣件系统非金属部件斩获 1.5 亿元订单；首次获取无锡 S1 线城轨支座订单 2149

万元；推进综合性减振降噪集成供应方案的落地，签订台州 S1线减振垫合同 4300万元；获取长

沙地铁 6号线、西安地铁 6号线、苏州地铁 S1线钢弹簧浮置板订单；成功中标兰张铁路超亿元桥

梁支座订单；LNG储罐隔震支座中标多个项目，总金额超 7000万元。 

     

报告期内，风电行业进入平价时代，公司努力克服行业“降价潮”及原材料上涨带来的不利

影响，采取外抢订单、内降成本及技术升级相结合的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实现销售收入 25.88亿

元，与上年同期 23.03 亿元增加 2.85亿元,同比增长 12.38%。 

预判价格走势，抢占市场先机。公司准确预判行业价格走势，抢占市场先机，凭借过硬的质

量口碑，上半年运达、远景、东方风电等客户新增 550 套叶片订单，但由于受到部分海上叶片订

单暂缓执行的影响，加之叶片销售结构变化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整体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采取多项措施降低各项成本。面对原材料涨价及销售价格下降的双重压力，公司从营销模式、

设计改进、材料替代、工艺升级、质量降损、节能降耗等全方位各环节实施“全流程”精益降本，

实际上半年降本金额约 1.4 亿元；首套自制模具成功下线，功能研究完成后将在未来提升叶片生

产效率和质量，拓宽公司技术应用领域，成为新的降本机会点。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芯片短缺和原材料成本上涨进一步加剧了汽车行业的

整体下行，德国 BOGE 的经营业绩仍在经受外部环境的巨大挑战。汽车零部件销售收入 30.20 亿

元，较上年同期 22.01 亿元增加 8.19亿元，同比增长 37.21%。  

面对传统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严峻形势，上半年，在战略规划方面，德国 BOGE积极推进经营可

持续发展的专项项目，正在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改善德国 BOGE经营状况的举措。在市场开拓方面，

加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开拓力度，全年获得多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批量订单，为公司更好的顺

应汽车行业新四化转型趋势打下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德国 BOGE持续深化各项降本举措，在全

球推行精益生产项目，优化各工厂成本结构，促进各工厂的协同发展，并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以

提升经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销售收入 1.48亿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时代华先公司全面梳理了瓶颈工序以及生产设备，通过工艺提升、原料更换、

生产改进等方式，实现部分型号芳纶纸、电容纸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大幅提升，进入主流客户，

电容纸销售实现大幅增长，芳纶纸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华轩仍围绕“着力化解重大风险，聚焦做好项目执行”两大目标开展工

作，目前整体经营业绩出现好转，经营风险可控。 

 

2021年上半年，公司各产业板块基本平稳，各项半年指标及重点工作如期完成。下半年，公

司将强化订单执行力度，继续扩大市场份额，通过多种方式激发骨干员工积极性，采取有力措施

持续改善德国 BOGE 现金流和经营状况，加快推进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进程以解决新产业的发展问

题，坚持技术创新，坚持降本增效，提升管理效能，提高经营质量，实现年度经营目标。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军 

2021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