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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世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熊朝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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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6,510,986.76 11,175,733,874.86 -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581,172,243.66 3,486,146,198.76 2.7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56,417,049.19 4.61% 4,073,404,768.15 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643,825.21 285.03% 7,026,767.50 -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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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7,384,608.90 -679.50% -122,463,008.51 -25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78,562,119.13 -66.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250.00% 0.009 -9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250.00% 0.009 -9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28% 0.20% -1.90%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0,718,789.8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907,872.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49,305.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232,620.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571.38  

合计 129,489,776.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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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贵阳市工业投资 国有法人 25.33% 196,444,902 30,000,000 质押 9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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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9,200,0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63% 4,884,602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3,979,900    

黄辉汉 境内自然人 0.49% 3,791,709    

北京泰发金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5% 3,500,000    

李红 境内自然人 0.44% 3,444,600    

领航投资澳洲有

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

（交易所） 

境外法人 0.43% 3,345,876    

王振丰 境内自然人 0.43% 3,300,000    

洪雪卿 境内自然人 0.41% 3,182,564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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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6,444,902 人民币普通股 166,444,90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00,000 

刘昌 4,884,602 人民币普通股 4,884,60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9,900 

黄辉汉 3,791,709 人民币普通股 3,791,709 

北京泰发金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李红 3,44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4,6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3,345,876 人民币普通股 3,345,876 

王振丰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洪雪卿 3,182,564 人民币普通股 3,182,5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了解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刘昌通过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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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券账户持股 1,458,600 股，黄辉汉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股 3,791,709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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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967,221,152.49元，减少31.96%，主要是支付到期货款、债务，使期末货币资金减少。 

2、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15,140,127.11元，减少45.06%，主要是收回到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所致。 

3、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319,593,014.55元，减少65.33%，主要原因是工程完工转固。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30,274,766.96元，增加40.90%，主要是公司政策性整体搬迁，将能以土地转让款取得的

收益进行补偿的拆迁支出在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13,189,634.43元，减少90.14%，主要是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6、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50,207,111.51元，减少312.31%，主要是支付上年应交税金及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24,114,842.50元，减少77.79%，主要原因是支付到期债券利息。 

8、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90,996,641.82元，增加114.14%，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转口贸易保证金增加及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350,723,200.00元，增加304.98%，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0、长期借款较期初减少379,769,600.00元，减少62.96%，主要是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1、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196,000,000.00元，增加39.36%，主要是本期增加售后回租取得的借款。 

12、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增加87,999,277.40元，增加4616.04%，主要是持有贵阳银行股份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大幅变动所致。 

13、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减少2,716,296.75元，减少275.41%，主要是向少数股东分配利润所致。 

14、营业成本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836,011,632.75元，增加30.83%，主要原因是本期轮胎销售数量及转口贸易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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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加。 

15、营业税金及附加1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1,687,378.78元，减少61.53%，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应交增值税较上年同期

减少。 

16、资产减值损失1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50,304,999.48元，减少45.44%，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17、营业外收入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48,186,349.60元，增加2771.86%，主要是本期收到房屋征收补偿15,000万元，

扣除资产报废损失后，净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18、所得税费用1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0,075,062.78元，减少56.34%，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使所

得税费用减少。 

19、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88,035,831.66元，增加2408.36倍，主要是持有贵阳银行股份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变动使其他综合收益变动所致。 

20、收到的税费返还1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45,809,351.22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增值税出口退税。 

2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560,454,516.93元，减少97.14%，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转口

贸易保证金。 

22、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3,353,706,849.32元，上年同期数为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结构性存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 

2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50,958,090.29元，增加18912.31

倍，主要是本期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所致。 

2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74,428,210.36元，上年同期数为0，主要是收到结构性存款

利息较上年同期增加。 

2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580,742,677.23元，增加196.59%，主要

是本期支付到期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6、投资支付的现金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3,351,705,849.32元，增加1675.02倍，主要原因是本期办理结构性存款较上

年同期增加。 

27、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767,333,232.58元，减少42.35%，主要是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28、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300,000,000.00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售

后回租取得的借款。 

29、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1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9,565,496.51元，增加965.99%，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大幅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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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营业税金及附加7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666,758.74元，减少36.08%，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应交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减

少。 

31、财务费用7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5,765,078.52元，减少33.67%，主要原因是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32、资产减值损失7至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203,541.43元，减少263.63%，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33、营业外收入7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43,368,133.26元，增加3425.88%，主要是本期收到房屋征收补偿15,000万元，

扣除资产报废损失后，净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34、所得税费用7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21,601,649.52元，增加777.12%，主要是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5、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7至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81,739,062.31元，增加5572.80倍，主要是持有贵阳银行股份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使其他综合收益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7月1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公告，披露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

同意以不低于总计14亿元人民币（包括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等，具体价格以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的价格对公司老厂区

633.77亩国有土地进行收储（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同意对公司老厂搬迁后相关土地进行收储暨

股票复牌公告》）。报告期内，公司仍在与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就细节问题进行协商。 

2、2016年3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公告，根据云岩区人民

政府《关于三马片区工矿棚户区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三纵一横”1号路规划红线范围内房屋征收的决定》（云府发［2016］

37号），因在贵阳市云岩区三马片区工矿棚户区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实施“三纵一横”1号路建设，需要对公司老厂

区（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41号）靠金坡路一侧规划红线范围内的生产用房进行征收，并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公告》）。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15,000万元，并

根据征收进度将实现的收益计入了当期损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贵阳市土地矿产资源储备中心同意对公司老厂搬迁后

相关土地进行收储。 
2015 年 07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1

289046?announceTime=2015-07-14 

实施贵阳市云岩区三马片区工矿棚户区及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三纵一横”1号路建设对公司老厂区靠金坡

路一侧规划红线范围内的生产用房进行征收。 

2016 年 03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2

089932?announceTime=20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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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贵阳市工业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黔

轮胎 195,444,902 股的股

份，其中 30,000,000 股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本

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 年 04

月 09 日 
36 个月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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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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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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