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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赛轮金宇”）

对外公布的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

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西南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

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

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南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西南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069号”文核准，赛

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赛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赛轮金宇”或“公司”）于2015年11月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亿元，债券票面年利率为5.10%。债券简称及代码

为15赛轮债、136016。 

一、发行主体：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三、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本金总额 7亿元人民币。 

四、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五、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 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六、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5.10%，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

商根据网下向合格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预设区间范围内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七、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八、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 

九、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日，即 2015年 11月 2 日。 

十、发行期限：本期债券发行期限为 3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至 2015年 11

月 4日。 

十一、起息日：2015年 11月 2日。 

十二、计息期限：自 2015年 11月 2日至 2018年 11月 1日。 



十三、付息日：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1 月 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十四、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8年 11月 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十五、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

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

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债券

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票面总额的本金。 

十六、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

公司和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并将不超过国务院或其他有权机构限定

的利率水平。 

十七、担保情况：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条款。 

十八、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偿还公司债务、补充流动资金。 

十九、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兴业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作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专户监管人。 

二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在本期公司

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一次

跟踪评级。 

二十一、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二、发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

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二十三、发行对象：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具备相

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 

二十四、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二十五、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实名制记账式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 

二十六、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

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设立及发行上市 

发行人由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作为发起人，以 2007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

日，按照经山东汇德审计的净资产 478,651,913.49元以2.393∶1的折股比例整

体变更设立。200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注册登

记，取得注册号为 37021122804240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20,000 万

元。 

2009 年 6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增

至 28,000 万元。2009 年 6 月 30 日，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并

重新核发 370211228042403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1 年 6 月 1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937 号文批准，发行人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8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88 元。其中网下

发行 1,960 万股，网上发行 7,840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上市前 IPO发行变动增减(+,-) 上市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80,000,000 100.00   280,000,000 74.07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280,000,000 100.00   280,000,000 74.07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85,625,915 30.58   85,625,915 22.65 

    境内自然人持

股 

194,374,085 69.42 
  

194,374,085 51.42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8,000,000 98,000,000 98,000,000 25.93 

1、人民币普通股   98,000,000 98,000,000 98,000,000 25.93 

2、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280,000,000 100.00 98,000,000 98,000,000 378,000,000 100.00 

2、发行人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2013 年 11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512 号文核准，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股票 6,740万股。2014年 1月 10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发行

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445,4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变更为 249,779,575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56.08%；无限售流通股仍为 195,620,425 股，占发行人

总股本的 43.92%。 

2014 年 10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073 号文核准，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股票 75,949,367 股。2014年 11月 26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521,349,367 股，限售流通股变更为

143,349,367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7.50%；无限售流通股为 378,000,000 股，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72.50%。 

2015 年 4月 23 日，经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2014 年末总

股本 521,349,36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元（含税），

共计分配 114,696,860.74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同时，公司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521,349,367股变更为 1,042,698,734股。 

2016 年 4月 20 日，经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2015 年末总

股本 1,042,698,7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

共计分配 104,269,873.4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同时，公司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2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从 1,042,698,734



股增加至 2,293,937,214 股。 

2017 年 9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643 号文核准，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股票 407,523,509 股。2017 年 11 月 23 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

宜。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2,701,460,723 股。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2017年，世界经济趋于改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普遍呈现温和复苏趋

向，但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国内经济稳中向好，GDP增长好于预期，经济结构调

整、产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进展。国内轮胎行业生

产虽然实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增长，但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相关行业政策及标准变

化、环保核查、贸易壁垒等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轮胎企业生存发展仍面临严峻的

挑战。 

2017年，公司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8.07亿元，同比

增长24.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0亿元，同比下降8.93%。2017

年，公司的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中高端配套业务 

进入中高端配套主机厂是公司一项很重要的任务，2017年公司一直在进行配

套能力等方面的建设，主要包括：确定中高端主机厂和产品开发方向；引进具有

丰富行业经验的专业人才，搭建专业的配套团队；整合公司资源组建项目团队，

并按照主机厂的要求开展过程能力保障体系的改善提升工作，逐步把中高端配套

主机厂的一些能力评价要求在各个层面展开。这些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 

2、整合国际化营销体系及相匹配体系的构建 

2017年，公司根据国际营销总体战略方向和健全职能、理顺管理、整合业务、

深挖价值的思路，进一步整合了海外市场和渠道资源。公司确定出了北美、欧洲、

拉美等业务单元，根据一体化的管理框架推进业务整合，实现国内外销售团队的

进一步融合。 



3、推动赛轮越南公司的高效率稳定运营和持续提升 

从越南公司的运营结果看，2017年其整体管理水平、运营效率均得到了较大

改善和提升，充分发挥了“公司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其抓住

了“美国双反”窗口期的机会，为公司盈利做出了很大贡献。2017年度，越南公

司半钢胎业务全面达产，全钢胎及非公路轮胎业务稳步推进。 

4、构建有效支持业务、管理评价和决策运营的信息化系统 

公司十分重视信息化系统作为组织神经网络系统的作用，也深刻认识到未来

企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化手段来保障。对此，公司管理层深入探讨了信

息化系统的定位、工作思路、组织架构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调整改善。目前公司

各工厂以及北美、欧洲等海内外网络已实现互联互通，公司核心业务信息系统能

够有效运转，为公司运营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5、实施组织与团队建设，提升组织能力和效率 

2017年度，公司提出管理者要从关注结果和业绩转变到注重组织与团队建设

上来，明确了公司的人才理念和企业核心价值观，要求团队通过工作协同和价值

创造驱动整个组织的发展。同时，公司还推行干部任期制，对新任干部实施考察

期与上岗评价管理；对公司全体管理干部进行综合评价排名，建立了更加完善的

激励机制。 

6、多渠道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 

由公司冠名组建的赛轮金宇越野车队第三次征战环塔拉力赛并荣获T2组（量

产组）冠军，借助赛事营销的方式使公司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与多家轮胎行

业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利用新媒体以及有影响力的自媒体进行日常新闻推送，

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尝试电商、微信推广、自驾穿越、电视台投放广告和

专题片等新型营销模式，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情况 

1、发行人2017年财务概况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轮胎产品的收入。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



地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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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 1,275,991.03 1,059,578.73 16.96 27.43 33.18 减少 3.59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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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产

品 

1,045,067.11 849,297.57 18.73 30.69 38.13 减少 4.38 个百分

点 

循环利

用 

2,899.75 2,289.76 21.04 11.61 13.52 减少 1.33 个百分

点 

轮胎贸

易 

228,024.17 207,991.39 8.79 14.51 16.37 减少 1.45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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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销 287,485.57 237,967.73 17.22 33.09 36.96 减少 2.34 个百分

点 

外销 988,505.45 821,611.00 16.88 25.87 32.12 减少 3.94 个百分

点 

年初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提升轮胎产品的销售价格,但轮胎价格上涨幅度

小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同时全年轮胎产品产销量同比均有所增长，导致全年

轮胎产品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均有增长，但毛利率有所下降。 

2、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摘录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13,806,899,697.98 11,133,009,151.63 24.02 9,769,448,67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9,885,530.16 362,247,619.50 -8.93 193,198,20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9,322,472.12 360,849,573.94 -11.51 172,531,05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50,056,832.92 1,180,519,769.66 -2.58 1,239,347,004.06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15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967,093,249.17 4,532,299,841.01 31.66 4,245,570,794.78 

总资产 15,054,966,498.98 12,907,745,951.0

1 

16.64 12,997,594,988.52 

 

（2）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5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 0.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1 8.31 减少1.3个百分点 4.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9 8.28 减少1.49个百分点 4.02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069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 亿元，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5.10%。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汇入发行人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拟用偿还债

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募集资金已按照发行人公告的使用用途专款专用

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在监管银行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仅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第四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一、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截至2017年末，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2017年度，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的相

关偿债保障措施。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于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相关付息具

体事宜将会按照本期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要求在付息前予以公告。 

2017年10月26日，发行人发布《2015年公司债券2017年付息公告》，于2017

年 11 月 2 日开始支付自 2016年 11 月 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期间的

利息。发行人已如期对本期债券自 2016 年 11 月 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

期间的利息进行偿付。 



 

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金诚”）于2018年6月发布了《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15赛轮

债”2018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经东方金诚信用评级委员会审定，维持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维持公司发行的“15赛轮债”信用等级为AA。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

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西南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履行了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2017年6月7日，西南证券出具了《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 

2017年7月14日，西南证券出具了《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第十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

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适用。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除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可能产生

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7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 

截至2017年6月末，公司借款余额为61.27亿元，较公司2016年末借款余额

49.63亿元增加了11.64亿元，2017年1-6月累计新增借款余额占2016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45.51亿元的25.58%。该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发行与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所规定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已对该项重大事项出具了相关公告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报送。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未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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