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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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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杜玉岱 出差 宋军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701,460,6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公司 2018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赛轮轮胎 601058 赛轮金宇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军 李吉庆 

办公地址 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塑新材料大楼 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塑新材料大楼 

电话 0532-68862851 0532-68862851 

电子信箱 ziben@sailuntire.com ziben@sailuntir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轮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09 年开始从事循环利用相关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业务，2014 年开始从事轮胎贸易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的轮胎产品主要分为半钢子午线轮胎、全钢子午线轮胎和非公路轮胎，广泛应用于轿车、



轻型载重汽车、大型客车、货车、特种车辆等领域；循环利用产品主要包括翻新轮胎、胎面胶、

胶粉、钢丝等，分别应用于轮胎替换、旧轮胎翻新、再生胶的制造、优质钢材生产等领域；轮胎

贸易业务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采购其他公司的轮胎产品并对外销售。 

目前公司在中国青岛、东营、沈阳及越南西宁建有现代化轮胎制造工厂，在加拿大、德国、

马来西亚等地设有服务于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区域的销售网络与服务中心，轮胎产品畅销欧、

美、亚、非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2、经营模式： 

（1）轮胎产品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每年年初，公司采购中心根据年度订货计划及预测的市场状况编制全年采购计划，

与相关供应商签订年度采购框架协议。每月末，采购中心会根据安全库存量及实际库存量编制次

月的采购计划。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天然胶、复合胶、钢丝帘线、炭黑等。其中，天然胶

的价格一般以上海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商品交易所等公布的价格为参考，货比多家，最终确定供

应商和采购价格。由于近年天然橡胶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公司对天然橡胶的采购主要采取长约和

现货相结合的方式。其他原材料由公司和供应商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采购价格。公司实施严格

的供应商评审体系，并与优质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保证原材料供应的稳定。 

生产模式：公司结合自身产品工艺特点、产品结构与生产规模，采取“以销定产，产销平衡”

的生产模式。公司对年度目标进行分解，针对市场需求设定生产计划，并结合季度销售需求预测

滚动计划。公司在工艺、设备、工装标准化等方面不断完善，形成了批量化、多品种同时生产的

灵活生产体系，同时借助信息化系统对生产过程中设备开动、工艺执行、生产进度进行实时监控，

提升了生产效率，控制了生产成本，并根据不同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周期确定合理库存量，缓解产

销矛盾。 

销售模式：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经销商及其分销商销售给最终用户。销售区域面向国内和国际

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又分配套市场和替换市场。在配套市场，公司凭借过硬的品质和服务，已成

为三一重工、一汽解放、比亚迪、吉利等多家知名汽车主机厂轮胎配套供应商。在替换市场，公

司对一级经销商分别划定销售区域，经销商在合同约定的销售区域内进行产品销售，目前市场网

络已遍布 30 个省、市、自治区；公司统一制定产品的出厂价格，根据经销商《申请要货计划单》

的要求安排发货；货款结算以现款现货的方式为主，对优秀经销商采取先期授信、货到后一定期

限付款的方式。在国外市场，公司根据市场区域采取经销商代理分销的模式，目前已经与多家国

际大型经销商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利用其批发及零售网络，建立了公司多层次的分销体系。目



前公司市场布局已经涵盖北美、欧洲、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公司根据不同的市场区域、产品系

列进行价格定位，经过经销商确认后安排发货。 

（2）循环利用经营模式 

公司循环利用业务主要包括轮胎翻新材料以及翻新轮胎的生产和销售。 

轮胎翻新材料包括胎面胶等产品，原材料包括胶料和废旧轮胎。胶料由公司采购部门根据订

单量同轮胎产品的原材料同时采购。 

翻新胎的原材料包括上述翻新材料和废旧轮胎。废旧轮胎由公司采购部门集中采购。符合翻

新标准的旧轮胎经过翻新处理和检测合格后，销售给终端客户。 

（3）轮胎贸易经营模式 

公司轮胎贸易业务主要由公司的海外子公司负责运营，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采购其他公司

生产的轮胎产品并对外销售。 

3、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的相关信息，2018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轮胎行业

结束了多年的产量连续增长，开始迈向高质量低增速发展阶段，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技术

进步、绿色发展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轮胎销售收入、实现利润总额等均好于上年同期。受国

际贸易摩擦、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叠加影响，我国轮胎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向着

高质量方向发展变得愈发迫切。 

2018 年国内轮胎行业呈现以下气象：基础原材料价格基本处于平稳低位，人工、能源、环保

等成本基本可控，内外需市场刚性保证了基本产能发挥，美元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使出口收益好

转，海外工厂效益良好。具体来说，整个行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宏观政策稳定使优势轮胎企

业加快调整布局速度；加强科研投入提高技术软实力，淘汰落后产能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加快“走

出去”和海外市场建设以有效应对贸易摩擦；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循环利用等不断取得新成就；

传统轮胎销售渠道变革不断深入，互联网销售模式加速到来。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从创立伊始就确立了技术和信息化应用双领先、规模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是行业内

首家采用信息化技术控制生产全过程的企业。公司不仅是行业内具有产学研特色的高新技术企业，

还是“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示范基地，并成为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

新模式应用项目参与单位和示范基地。公司是国内首家 A 股上市的民营轮胎企业，较早利用资本

运作的手段助力企业发展壮大，目前公司资产、收入、产销规模在国内同行业公司中位居前列。



公司还是国内同行中率先在海外建立轮胎生产基地的企业，该前瞻性的布局成为公司应对国际贸

易壁垒的重要支撑。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6年 

总资产 15,288,201,642.93 15,054,966,498.98 1.55 12,907,745,951.01 

营业收入 13,684,752,715.36 13,806,899,697.98 -0.88 11,133,009,15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8,134,215.17 329,885,530.16 102.54 362,247,61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12,322,290.21 319,322,472.12 91.76 360,849,57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308,479,413.74 5,967,093,249.17 5.72 4,532,299,84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98,897,816.61 1,150,056,832.92 73.81 1,180,519,76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14 78.57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14 78.57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65 7.01 增加3.64

个百分点 

8.3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029,666,799.

99 

3,535,080,664.

52 

3,719,005,640.

62 
3,400,999,61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0,354,300.27 197,831,969.78 199,006,044.41 150,941,90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05,977,871.48 185,102,031.21 182,593,292.76 138,649,09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5,509,904.80 525,704,578.61 264,874,158.16 1,293,828,984.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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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3,2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1,7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 

10,761,3

54 

394,681,755 14.6

1 

188,087,

774 

质押 368,08

7,77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杜玉岱 0 257,678,538 9.54 109,717,

868 

质押 206,14

1,108 

境内自然

人 

延万华 11,915,8

29 

115,379,842 4.27 50,021,9

43 

质押 47,021

,900 

境内自然

人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0 77,418,000 2.87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66,164,1

84 

68,877,930 2.55 0 无   其他 

袁仲雪 19,879,1

28 

66,897,906 2.48 23,000,0

00 

质押 27,367

,860 

境内自然

人 

黄山海慧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0 62,695,924 2.32 62,695,9

24 

质押 53,28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红睿丰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47,802,152 1.77 0 无   未知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

公司 

-12,599,

140 

42,400,860 1.57 0 无   国有法人 

延金芬 1,934,48

7 

41,474,219 1.5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杜玉岱担任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延万华与杜玉岱签订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

将其所持有股份委托给杜玉岱管理，委托期限自 2018年 8月 1

日起至 2019年 7 月 31日；袁仲雪与杜玉岱签署了《一致行动

协议》，约定袁仲雪及其控制的关联主体均应与杜玉岱保持一致

行动；青岛普元栋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袁仲雪控制的实体。

因此，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延万华、袁仲雪、青岛



普元栋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构成杜玉岱的一致行动人。黄山海

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

协议》，因此，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构成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52.8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 63.0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7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85亿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0.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2.5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33.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赛轮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轮胎销售”） 

2 赛轮国际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国际”） 

3 青岛赛轮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仓储”） 

4 赛轮（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越南”） 

5 山东赛亚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亚检测”） 

6 赛轮（东营）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东营”） 

7 山东赛轮金宇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赛轮销售”） 

8 赛轮金宇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集团香港”） 

9 青岛博路凯龙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路凯龙”） 

10 赛轮（沈阳）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沈阳”） 

11 和平国际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国际”） 

12 赛轮轮胎北美公司（原“赛轮金宇国际北美公司”，以下简称“赛轮北美”） 

13 动力轮胎公司（以下简称“动力轮胎”） 

14 赛轮金宇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香港控股”）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5 赛轮金宇国际坦桑尼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坦桑尼亚”） 

16 赛轮金宇国际肯尼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肯尼亚”） 

17 赛轮金宇国际欧洲公司（以下简称“赛轮欧洲”） 

18 迈驰国际轮胎公司（以下简称“迈驰轮胎 ”） 

19 沈阳煦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煦日能源”） 

20 沈阳亨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能源”） 

    注：福锐特橡胶国际公司和国马集团公司由于业务整合需要进行注销，原业务调整至赛轮北

美和动力轮胎。 

本公司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0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 4户，减少 3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