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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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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箭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38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梁铨

沈惠强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东新区振兴东路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东新区振兴东路
43 号桐乡市商会大厦 B 座 15 楼
43 号桐乡市商会大厦 B 座 15 楼

电话

0573-88539880

0573-88539880

电子信箱

allen00537@163.com

shenhui0316@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3,673,437.67

718,038,938.24

1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6,164,836.54

122,526,953.03

1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2,254,971.62

113,087,974.66

2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891,340.52

84,187,370.17

8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0%

7.07%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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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317,510,114.73

2,328,044,904.28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9,013,534.48

1,776,435,909.29

1.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4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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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耿亮

境内自然人

20.92%

86,110,293

64,582,720

虞炳英

境内自然人

5.49%

22,611,200

0

桐乡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5.10%

21,000,000

0

沈会民

4.03%

16,605,000

12,453,750

3.75%

15,417,964

0

境内自然人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
－国民信托－国民信托·证 其他
通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4%

13,750,000

0

沈洪发

境内自然人

2.09%

8,590,000

6,442,500

严宏斌

境内自然人

1.65%

6,784,200

6,784,20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
境外法人
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43%

5,881,620

0

虞炳仁

1.38%

5,683,100

4,262,325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29,360,000

上述股东中，沈耿亮先生与虞炳英女士为夫妻关系，虞炳仁先生与虞炳英女士为
兄妹关系，浙江双井投资有限公司为沈耿亮先生及其女沈凯菲女士控股的公司
（沈凯菲女士持有其 75.76%股份、沈耿亮先生持有其 16.67%的股份）
，其他上述
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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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社会经济各行各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国内经济面临了严峻的外部环境，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上升。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坚持
做强主营业务的目标不动摇，坚持把创新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分析研究大变局带
来的深刻影响，有针对性地加快转型升级，调整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大力提升创新能力，激发新活力，
开拓新市场、迎合新需求，创造新业绩，变难点为支点，化风险为机遇。
公司于二月中旬率先复工复产，大力做好内部防疫、积极应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各种不利因素，
抢时间、抓进度，一季度在销售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效益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以来，随着国家出台的一
系列阶段性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地，国内复工复产的推进，市场需求逐步回升，企业活力和市场潜力得到进
一步激发。报告期内，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得到了大幅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81,367.34万元，同比增长13.32%，营业利润17,502.64万元，同比增长18.68%，利润总额17,661.30万元，
同比增长19.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16.48万元，同比增长19.29%。
（二）回顾2020年上半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创新营销模式，不断扩大销售市场
公司坚持“创新拓市场、质优招客商、诚信固基业、互利促发展”的经营理念，对目前国内外市场需求
变化进行了认真分析，准确把握橡胶输送带行情走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营销模式，并根据市场销售变化
情况，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建立诚信的客户网络，树立品牌意识，在国内外市场上赢得了较高的产品美誉
度，并通过多渠道开发新客户，使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上半年销售业绩继续保持了较好的水平。
2、加强研发创新，提升产品竞争优势
公司的研发能力是核心竞争保证，公司一贯保持重视研发投入的经营理念，为适应快速发展的产品和
技术需求，坚持自主创新与吸收引进相结合，在不断优化已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
动技术和产品不断升级，强化项目储备及新产品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的研发支出达到2,479.5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56%。
3、多管齐下控制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管理提升，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和体系融合，通过企业ERP优化、企业微信实
施等进一步完善公司信息化建设，促进企业运营数据的统一和互通，为企业运营决策提供更好的数据支持。
为降低各类生产经营和管理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公司采用多种途径，实现降本增效。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采购招标、改进工艺、使用新材料等多种途径降本增效，切实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4、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扩大有效产能，聚焦输送带主业
2020年公司紧紧围绕做强主营业务这一主题，加快新项目建设的步伐，稳步推进“年产1000万平方米
高强力输送带项目”建设，该项目的生产线于2020年5月初全部投入生产，进一步扩大了输送带产能，提升
了生产线的自动化操作水平，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大大缓解了公司前期产能不足的局面。
同时，公司于2020年4月以人民币6,000万元收购浙江环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公司输送带产能，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5、推动养老业务稳步发展，打造医养结合的发展模式。
子公司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以创建高端养老服务企业为目标，通过加强核心岗位和管理团队建设，
不断探索医养结合发展之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桐乡和济颐养院（福利中心总部）、桐乡和济颐养院（凤
鸣分院）、苏州红日、和济盛源门诊部营业收入稳步增长；报告期内，桐乡和济颐养院有限公司与桐乡市
第一人民医院达成医疗技术合作协议，建立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桐乡和济颐养院下属洲泉护理院亦已开
始试营业，公司在养老服务上的“医养结合”模式正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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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368,816,623.56

合同资产
预收款项

96,854,660.17

2020年1月1日

-33,328,791.64

335,487,831.92

33,328,791.64

33,328,791.64

-96,854,660.17

合同负债

96,854,660.17

96,854,660.17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4月，公司以人民币6000万元收购浙江环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
2020年3月，公司以人民币2020万元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桐乡德升胶带有限公司。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耿亮
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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