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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吴庆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文龙，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丹

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佳通轮胎  

股票代码  600182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志文  吕惠友  

联系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300 号香港新世界

大厦 21楼  

上海市淮海中路 300 号香港新世界

大厦 21楼 

电话  021-51535355  021-51535400  

传真  021-63353221  021-63353221  

电子信箱  giticorp@gititire.com  giticorp@gititire.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1,318,342,374 1,497,909,414 -11.99 

流动负债(元)  1,110,864,178 1,479,705,058 -24.93 

总资产(元)  3,209,581,471 3,418,541,090 -6.11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331,805,874 301,151,275 10.18 

每股净资产(元)  0.976 0.886 10.16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0.777 0.673 15.45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净利润(元)  30,654,599 6,071,816 404.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0,637,357 3,572,360 757.62 

每股收益(元)  0.090 0.018 400.00 

净资产收益率（%）  9.24 2.58 增加 6.66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4,682 -23,875,82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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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18,640 

所得税影响数  -1,398 

合计  17,242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25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类别

（已流通

或未流

通）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股东性质（国有

股东或外资股

东）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0 151,070,000 44.43 未流通 无 外资股东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148,730 7,374,853 2.17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东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4,200 5,841,484 1.72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东 

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0 5,200,000 1.53 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53,605 3,570,000 1.05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东 

黑龙江省火电第一工程公司  0 3,000,000 0.88 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牡丹江财政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0 2,500,000 0.74 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上海国弘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0 2,220,000 0.65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东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0 2,000,000 0.59 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刘书贞  321,107 1,324,390 0.39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东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374,853 A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41,484 A股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570,000 A股  
上海国弘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220,000 A股  
刘书贞  1,324,390 A股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37,998 A股  
程文水  700,008 A股  
芦鹏  679,000 A股  
张笑源  621,000 A股  
黄建国  548,854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

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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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收

入  
主营业务成

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轮胎制造业  960,440,514 793,281,691 17.40 63.07 59.24 增加 1.98个百分点

分产品        

轮胎  960,440,514 793,281,691 17.40 63.07 59.24 增加 1.98个百分点

其中:关联交易 594,191,660 482,022,293 18.88 /  /  /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依据市场原则协议定价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59,419.17 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减(%)  
国内  421,988,450 9 

国外  538,452,064 165 

合计  960,440,514 63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适用√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项目是财务费用，其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因欧元和英镑汇率发生较大变化，我公司产生汇兑损失 1779万元，而上年度公司帐面汇兑收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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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万元，因而本期财务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与上年度相比发生较大变化。此外，财务费用的上

升与年度平均贷款余额上升和银行基准利率上升也有一定关系。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适用√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上市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

关系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新加坡佳通轮

胎私人有限公

司  

间接控股股东   0 49,0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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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表 

编制单位: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1-6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960,440,514.01 588,981,062.85  116,391,133.51 

减：主营业务成本  793,281,691.51 498,174,145.72  115,383,279.9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058,451.87 13,853,920.48  5,120,961.8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63,100,370.63 76,952,996.65  -4,113,108.20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718,346.14 2,355,391.52  1,170,195.23 

减: 营业费用  25,233,568.18 12,422,117.14  4,372,773.93 

管理费用  14,694,877.89 10,252,938.12 1,307,041.67  2,534,998.62 

财务费用  56,763,512.34 21,835,937.95 -6,379.52  6,760,021.3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72,126,758.36 34,797,394.96 -1,300,662.15  -16,610,706.87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2,610,646.98 -1,356,075.33 31,972,205.18  22,682,623.17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50,860.00 12,629.00 1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32,220.00 251,016.79  1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9,534,751.38 33,202,931.84 30,671,643.03  6,071,816.30 

减：所得税  5,653,490.47 3,882,630.31   

减：少数股东损益  33,226,661.88 23,248,485.23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

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30,654,599.03 6,071,816.30 30,671,643.03  6,071,816.30 

公司法定代表人: 吴庆荣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黄文龙        会计机构负责人: 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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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7.3.2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没有变化。 

      

 

董事长：吴庆荣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