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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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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

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 佳通 股票代码 6001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翠 杨怡 

电话 021-22073132 021-22073131 

传真 021-22073002 021-22073002 

电子信箱 giticorp@giti.com giticorp@giti.com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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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1,877,242.32 3,913,137,110.45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0,710,807.98 785,323,988.16 8.33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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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40,500.57 72,576,946.28 323.19 

营业收入 2,199,237,181.91 2,064,294,583.14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786,819.82 72,288,584.13 6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808,749.59 71,478,383.22 6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3 11.32 增加 3.0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1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1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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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939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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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4.43 151,070,000 151,070,000 无 
 

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1.53 5,200,000 5,200,000 无 
 

黑龙江省火电第一工程公司 国有法人 0.88 3,000,000 3,000,000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境内法人 0.80 2,709,145 0 无 

 

牡丹江鑫汇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0.74 2,500,000 2,500,000 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9 2,000,000 2,000,000 无 
 

孙建斌  境内自然人 0.40 1,348,000 0 无 
 

牡丹江市桦林昕盛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3 1,130,000 1,130,000 无 
 

田秋成 境内自然人 0.33 1,107,582 0 无 
 

何友国 境内自然人 0.31 1,057,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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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3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9 亿元，同比增加 1.35 亿元，增长 6.54％，

其中主营业务轮胎销售额为 21.87 亿元，内外销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均略有增长。因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提升，2013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 亿

元，同比增长 65.71%。本期营业收入取得增长，主要受益于轮胎销量的上升。另

外原材料价格相对平稳，公司轮胎售价按市场因素及原材料价格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下调。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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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1.99  20.64  6.54  

营业成本 16.91  17.07  -0.93  

销售费用 0.62  0.55  12.34  

管理费用 0.37  0.47  -22.11  

财务费用 0.78  0.56  3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  0.73  323.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80  -0.61  30.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  0.37  -974.72  

研发支出 0.02  0.02  8.59  

（1）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贷款总额下降及利率降低导致利息支出减少，

但因主要贸易货币的汇率波动造成汇兑损失，致使本期财务费用同比有所增加。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因轮胎销量上升促进营业

收入增长，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因本期增加生产设备投入

及厂房扩建所致。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因本期融资金额有所下降。 

2、其它 

（1）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在 2012年年报中披露 2013 年的经营目标为实现销售收入约 45亿元，较

2012年度增长 5%。 

截至报告期末，201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为 21.99 亿元，完成全年收

入目标的 48.87%。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分产品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橡胶制造业/轮胎 21.87 16.90 22.74 6.71 -0.89 增加 5.92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销售 6.14 11.51 

国外销售 15.73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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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控股 51%的子公司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佳通” ），以

生产和销售子午线轮胎为主，注册资本 10,670万美元。2013 年 1-6月，该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1.94亿元，净利润 2.38亿元。截至报告期末福建佳通总资产为 37.22

亿元，净资产为 18.6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9.98%。 

4、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在满足公司正

常经营和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最近 3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3

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 30％。 

报告期内，经股东大会批准，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元（含

税），共计派发股利 54,400,000 元（含税）。剩余可供分配利润 1,845,411.96 元结转

至下一年度。2012 年度将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3 年 6 月，公司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现金分配方案。详情可参见公司

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披露的第临 2013-025 号《201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未制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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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披露事项 

（一）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第四节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二）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 李怀靖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