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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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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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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轮胎 A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蒋大坤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 41 号

传真

0851-84764248

电话

0851-84767251

电子信箱

jiang_dk@sina.com

000589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轮胎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有“前进”、“大力士”、“多力通”、“劲虎”、“金刚”等品牌卡客车轮胎、
工程机械轮胎、农业机械轮胎、工业车辆（含实心）轮胎和特种轮胎，是全球商用轮胎规格品种较为齐全的轮胎制造企业之
一。市场销售以替换市场为主、配套市场和集团客户等为辅，在国内各省市及国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有代理（或经销）机
构，与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配套关系，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30%左右。2018年在全球轮胎75强中列第36位，在中国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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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工业协会《中国橡胶》杂志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行榜”中列第10位。
1、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用原材料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钢丝帘线、尼龙帘布及炭黑等，主要通过线下招标询价比价、与供应
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国家认证第三方互联网采购平台招标等方式进行采购，坚持价格优先和就地、就近采购原则，严格执
行采购审批程序，全面实行原材料“零”库存管理。
价格方面，公司采用灵活多变的定价策略，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具体为：
①招标采购定价：如大宗物料采购，通过供应商分别报价，得到底线价格。对同一种原材料，通过对不同供应商的选择
和比较使其相互牵制，从而使公司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对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市场波动不大且供大于求的原材料，根据
公司需求，每月实行招标采购，择优签订合同。
②战略合作定价：如合成橡胶采购，通过与中石化和中石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在确保供给的同时，获得较为优惠
的价格。
③以期货市场月度平均价格或上游材料市场价格协商定价：如氧化锌、炭黑，分别以锌锭期货市场月度平均价格和焦油
市场价格核算加工成本，与供应商商谈定价。
④询价、比价定价：主要是对价格波动不大的常规原材料，采购实施前先对几个供应商进行询价、比价，按最低报价确
定采购价格。
（2）生产发运模式：
生产方面，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每年年末，由各销售片区经理组织对所辖区域进行市场调研，同时结合该区域历
年销售数据及客户实际需求，提出本区域次年销售计划。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考虑合理的库存，制定公司年度生产计划，
每月再根据客户需求及市场变化，形成月度生产计划或临时追加计划，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
发运方面，国内市场主要以汽运为主，实现公司与客户的点对点直运服务，辅之以部分铁路运输和客户自提；国外市场
主要是海运，出口轮胎由贵阳装柜直发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保证轮胎外观品质，缩短出口轮胎在途时间。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战略为：秉承“创造价值，回馈社会”的企业使命，通过产品和渠道多元化，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积极培
育品牌和产品的宣传与服务体系，提升公司及产品的市场形象和核心竞争力。
市场销售渠道开拓方面，坚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分别由国内销售部与进出口公司承担公司销售业务，公司坚持
销售产品及渠道多元化。产品方面依托卡客车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工业车辆（含实心）轮胎、农业机械轮胎、特种轮胎等
系列产品，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需求；渠道方面建立了以代理商为主、国际国内大型配套企业和大型集团客户为辅的多元化
销售模式。国内销售部相应设立了替换市场、配套市场、港口矿山市场、特品市场、技术服务中心等专业销售业务和服务部
门；进出口公司按区域设立了对应的销售业务部门，在一些重点国家和地区设立了销售分公司或办事处。
2、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轮胎行业的业绩驱动因素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下游市场需求。轮胎作为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行业的配套产品，受上述下游行业的影响较大，如果国内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度加快，公路货物运输量增加，港口、矿山等行业开工率处于高位水平，则带动轮胎产销两旺，从而为
轮胎销售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反之，若下游行业持续低迷，将直接导致轮胎行业开工率不足、价格竞争激烈、盈利能力下
降。
（2）原材料价格情况。轮胎主要原材料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两者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超过50%。作为商品期货交易品
种，天然橡胶既受传统的供给需求结构的影响，又受资本市场资金推动的影响；合成橡胶主要受原油价格和天然橡胶带动影
响。较低的原材料采购价格有利于轮胎行业成本控制，但会降低轮胎生产进入门槛，导致市场供给增加，竞争加剧。反之，
如果天然橡胶的供需结构发生变化以及资本市场资金大幅推高商品期货价格，将导致轮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毛利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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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内部管理。经过多年的发展，轮胎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已实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仍属于劳动相对密
集的制造性行业，员工的操作技能及工艺执行率等对产品质量将产生影响，劳动生产率、质量成本及内部各项成本费用，也
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轮胎生产第一大国，轮胎行业已建成了各种规格、系列、产品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国内轮胎行业
经过快速发展阶段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锤炼，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并呈现出了充分市场化、高度竞争的特点。整体而言，目前
国内轮胎行业呈现出以下特点：（1）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中小型企业数量增多；（2）行业集中度不高，企业状况面临分化；
（3）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中低端产品竞争激烈；（4）国内企业在乘用车轮胎市场中的份额有待提高。我国是轮胎大国，
但还不是轮胎强国，整体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
4、公司所属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轮胎作为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相关行业的主要配套产品之一，与宏观经济波动呈高度的正相关性，因此轮胎行
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保持较高的一致性。近年来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中速增长、基础建设投
资放缓、传统行业去库存，由此导致轮胎市场需求增长下滑，国内轮胎企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不足。同时，受美国、欧盟等国
际市场针对中国轮胎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影响，国内轮胎出口受阻，市场销售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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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6,825,324,936.44

6,959,609,092.73

-1.93%

5,587,292,29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173,143.99

-221,691,547.63

139.77%

15,227,17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860,886.41

-351,500,549.87

114.75%

-272,461,205.31

733,203,772.94

226,301,256.84

223.99%

222,405,28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9

137.93%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9

137.93%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6.38%

9.00%

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10,481,305,448.33

9,715,434,062.21

7.88%

10,428,277,402.71

3,403,254,921.11

3,327,565,155.01

2.27%

3,583,213,408.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651,681,838.12

1,732,417,561.80

1,786,897,553.30

1,654,327,98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61,792.96

26,657,307.10

32,769,693.30

24,584,35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9,626.04

26,000,515.50

35,002,205.40

-12,441,4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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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871,198.77

616,949,954.80

-52,415,482.40

-190,201,898.2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年度报告披露日
59,472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8,43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贵阳市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25.33% 196,444,902

股份状态
0 质押

深圳抱朴容易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抱朴容 其他
易 7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0.61%

4,747,800

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59%

4,559,971

0

中国证券金融 境内非国有
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0.51%

3,979,900

0

林美惠

0.49%

3,800,000

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境外法人
指基金（交易
所）

0.43%

3,345,876

0

王枭

境内自然人

0.41%

3,215,180

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37%

2,902,163

0

潘元庆

境内自然人

0.35%

2,752,850

0

宋传苓

境内自然人

0.30%

2,352,000

0

境内自然人

数量
77,5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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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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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账户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持股 4,519,400 股，潘元庆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说明（如有）
1,154,5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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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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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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受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国内轮胎市场总体需求未见明显好转，国外市场因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针对中国
实施“双反”调查和提高关税，出口严重受阻。虽然天然橡胶、合成橡胶、钢丝帘线等价格平稳处于低位，但炭黑、橡胶助剂
等材料受能源、人力、环保治理等影响成本趋高，加上银行信贷收紧，轮胎企业的日子依然比较困难。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轮胎分会统计资料显示，2018年国内轮胎行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实现了小幅增长，轮胎产量则结
束了20多年的连续增长。
面对困难的经营环境，因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销售地区结构调整措施得当，产品质量水平提升，以及年产325万条特种
轮胎异地搬迁项目完成，尽管出口受阻，但国内市场增幅较快，轮胎产销量、销售收入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毛利率上
升，主营业务实现了扭亏为盈。
2018年度，公司完成轮胎产量34.56万吨，较上年增长25.96%；完成轮胎销售33.44万吨，较上年增长21.23%；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57.86亿元，较上年增长19.18%；实现净利润8,817.31万元，较上年增长139.7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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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销售业务

5,727,498,882.40

93,566,580.14

17.61%

19.22%

123.62%

7.3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309,864,691.62元，增加139.77%，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销
售地区结构调整取得成效，轮胎产销量、销售收入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产品毛利率上升。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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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1,323,825,575.52

应收账款

1,143,983,536.29

应收利息

1,450,000.0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 其他应收款

2,467,809,111.81

29,788,417.94

28,338,417.94

应付票据

1,267,443,224.77

应付账款

830,653,164.65

应付利息

14,258,610.2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其他应付款

2,098,096,389.42

74,537,630.71

60,279,020.50

营业成本

6,431,312,287.98

6,306,163,510.16

管理费用

395,411,138.57

337,020,762.38

研发费用

-

183,539,154.01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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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
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
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
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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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贵州前进轮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贵州高马富国前进橡胶有限公司。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舸舸
二O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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