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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84                证券简称：森麒麟                公告编号：2022-074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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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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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麒麟 股票代码 00298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胜勇 王倩 

办公地址 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天山三路 5 号 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天山三路 5 号 

电话 0532-68968612 0532-68968612 

电子信箱 zhengquan@senturytire.com zhengquan@senturyti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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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765,723.52 2,530,530,094.74 2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7,710,752.65 396,898,136.34 2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542,886,927.84 419,210,008.42 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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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877,040.30 53,169,199.71 26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1 2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1 2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9% 6.91%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681,356,580.24 10,395,034,903.03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18,165,707.40 6,646,208,406.25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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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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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龙 境内自然人 41.99% 272,793,377 272,793,377 质押 80,722,854 

林文龙 境内自然人 5.77% 37,476,900 28,107,675 质押 11,150,000 

新疆鑫石创盈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3% 29,456,730 0   

青岛森伟林企业信

息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12,500,000 12,500,000   

青岛森宝林企业信

息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12,500,000 12,500,000   

青岛森忠林企业信

息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12,500,000 12,500,000   

青岛森玲林企业信

息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12,500,000 12,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0% 10,389,885 0   

新疆恒厚创盈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9,500,000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庆瑞 6

号瑞行基金 

其他 1.36% 8,806,86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秦龙先生与青岛森伟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森宝林企业信

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森忠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

岛森玲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49.67%的股份； 

2、新疆鑫石创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恒厚创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5.99%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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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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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青岛森麒麟轮

胎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 

麒麟转债 127050 
2021 年 11月

11 日 

2027 年 11月

10 日 
219,890.72 

票面利率为： 

第一年

0.30%、第二

年 0.50%、第

三年 1.00%、

第四年

1.50%、第五

年 1.80%、第

六年 2.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2.42% 36.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54,288.69 41,92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98 52.09 

三、重要事项 

1、在西班牙投资建设高性能轿车、轻卡子午线轮胎项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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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2年 1月 4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在西班牙投资建设高性能轿车、轻卡子午线轮胎项目事项。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选举新一届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新一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项 

（1）2022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出

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2022 年 3 月 17 日至 2022 年 3 月 26 日，公司通过内部公示布告栏对本次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进行了公示。截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22 年 4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已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4）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核查。 

（5）2022 年 4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次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

议案》。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监事会、独立

董事对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合理性、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监事会同时对调整

后的激励对象授予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意见。 

（6）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完成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登记股票期权数量

1957.10万份，首次授予登记人数 442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4、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 

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 2022年 3月 7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 年 4 月 29 日，

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实施完毕。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5、公司“麒麟转债”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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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11日，公司公开发行 21,989,391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219,893.91万元。根

据《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麒麟转债”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11月 17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 5月 17 日）起至

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7 年 11月 10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在西班牙投资建设高性能轿车、轻卡子午

线轮胎项目事项 
2022年 1月 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2-002 

选举新一届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

项 

2022年 1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2-007、2022-008、2022-009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项 

2022年 3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2-031、2022-032、2022-033、
2022-034 

2022年 3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2-035 

2022年 4月 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2-037、2022-038 

2022年 4月 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2-039、2022-040、2022-041、
2022-042 

2022年 5月 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2-053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 2022年 4月 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2-043  

公司“麒麟转债”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

股期 
2022年 5月 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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