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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中期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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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中期报告摘要摘自中期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当仔细阅读中期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中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李俊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云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云刚声

明：保证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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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活塞 

股票代码 60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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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军  

联系地址 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路 999 号  

电话 0543-3288868  

传真 0543-3288899  

电子信箱 dsh@bhpis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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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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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129,965.84 708,433,949.32 21.27

流动负债 703,082,098.18 590,797,320.80 19.00

总资产 1,593,428,926.62 1,452,615,502.95 9.6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565,520,328.99 557,246,277.96 1.48

每股净资产(元) 5.21 5.13 1.56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不适用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7,320,423.52 14,540,592.34 -49.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4,652.31 14,555,169.75 -49.54

每股收益(元) 0.07 0.13 -46.15

净资产收益率(%) 1.29 2.58 减少 1.29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38,364.50 19,321,344.47 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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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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 740,839.27

债务重组损益 -777,001.65

所得税影响数 11,933.59

合计 -24,2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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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66,599,000.00 61.35 -12,678,626.97 53,920,373.03 49.67

2、国有法人持股 1,300,000.00 1.20  1,300,000.00 1.20

3、其他内资持股 650,000.00 0.60            -121,373.03 528,626.97 0.49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650,000.00 0.60 -121,373.03 528,626.97 0.49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68,549,000.00 63.15 -12,800,000.00 55,749,000.00 51.3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00 36.85 12,800,000.00 52,800,000.00 48.6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40,000,000.00 36.85 12,800,000.00 52,800,000.00 48.64

三、股份总数 108,549,000.00 100  108,549,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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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88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滨州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国有股东 49.67 53,920,373.03 53,920,373               

交通银行－融通行

业景气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2 999,769                

杨本贞 其他 0.49 528,626.97 528,626.97               

济南汽车配件厂 国有股东 0.30 325,000 325,000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 0.30 325,000 325,000               

信阳内燃机配件总

厂 
国有股东 0.30 325,000 325,000               

山东大学计算机科

学技术研究所 
国有股东 0.30 325,000 325,000               

赵启胜 其他 0.21 223,000                

浙江中财招商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0.16 170,353                

常志清 其他 0.16 170,00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999,769 人民币普通股 

赵启胜 2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0,353 人民币普通股 

常志清 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丁志华 167,200 人民币普通股 

欧润响 1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刚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沈新佳 145,28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野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44,868 人民币普通股 

陈桂芬 143,204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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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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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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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或分产

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

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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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367,585,787.75 300,673,347.61 18.20 -0.49 0.04 减少 0.44 个百

分点 

分产品  

汽车用活塞 267,568,594.21 212,322,271.63 20.65 1.05 2.18 减少 0.88 个百

分点 

摩托车用活塞 2,207,880.14 2,294,915.46 -3.94 -30.17 -39.37 增加 15.77 个

百分点 

农机用活塞 59,876,747.52 57,396,955.10 4.14 -0.86 6.72 减少 6.77 个百

分点 

船用活塞 18,097,362.29 12,928,213.13 28.56 -30.67 -36.89 增加 7.03 个百

分点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0 元人民币。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东北地区 39,538,693.87 -0.43

华北地区 43,640,505.41 17.75

华东地区 211,225,447.87 3.36

华中地区 15,182,647.05 3.64

华南地区 25,001,701.32 -9.23

西南地区 14,966,876.95 -10.91

西北地区 6,511,740.88 16.97

其他 11,518,174.40 -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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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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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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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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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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担保事项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

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是或否） 

山东滨州

亚光毛巾

有限公司 

2006 年 4 月 19

日 

20,000,000

 
一般担保

2006 年 4 月

19 日～2008

年 4 月 18 日 

否 否 

山东滨州

亚光毛巾

有限公司 

2006 年 6 月 18

日 

80,000,000

 
一般担保

2006 年 6 月

18 日～2007

年 6 月 17 日 

否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100,000,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100,000,00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100,000,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7.95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

金额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6.3 重大关联交易 

6.3.1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滨州盟威 BBS 轮毂有限公司 27,542,032.13 100   

合计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0 元。 

 

6.3.2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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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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上半年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06 年下半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欠方案实施时间表 

□适用√不适用 

 

6.6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股东

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

履行

情况

滨州

市国

资委 

1、所持有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2、前述承诺

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24 个月

内不超过 10%。3、信阳内燃机配件总厂、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汽车配件厂和山东大

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四家非流通股股东所偿还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垫对

价股份,同受上述两款承诺约束。 

按承

诺执

行 

 

注：特殊承诺指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除法定承诺之外的其他承诺。 

 

6.7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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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6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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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585,787.75 369,393,916.08 366,862,587.50 358,485,765.15

减：主营业务成本 300,673,347.61 300,538,724.54 304,166,279.99 302,478,056.61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309,023.06 222,553.92 2,826,942.58 10,739.58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63,603,417.08 68,632,637.62 59,869,364.93 55,996,968.96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9,812,868.48 6,280,915.32 8,204,768.44 11,723,064.48

减: 营业费用 14,400,305.50 14,974,368.43 13,982,842.54 14,516,082.61

管理费用 33,383,192.53 32,483,894.36 25,700,805.92 28,078,085.96

财务费用 14,892,155.20 5,458,089.35 15,198,280.62 4,963,250.3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10,740,632.33 21,997,200.80 13,192,204.29 20,162,614.5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42,056.98 -428,885.05 -2,132,649.47 -272,095.5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837,379.37 750,309.59 830,315.37 624,540.90

减：营业外支出 873,541.75 772,066.92 863,595.47 764,734.9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10,462,412.97 21,546,558.42 11,026,274.72 19,750,324.96

减：所得税 3,887,394.18 7,123,737.11 3,638,670.64 6,517,607.24

减：少数股东损益 -745,404.73 -117,771.03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320,423.52 14,540,592.34 7,387,604.08 13,232,717.72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俊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王云刚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王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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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提供具体说明 

2006 年 4 月 13 日公司将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惠民分公司以 2006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以及部分现金作为出资，设立惠民渤海活塞有限公司，公司拥有其 100%股权。自

2006 年 4 月 13 日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董事长：李俊杰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