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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19-036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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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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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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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轮胎 股票代码 0005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黔轮胎 A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大坤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 41 号  

电话 0851-84767251  

电子信箱 jiang_dk@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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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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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3,220,391,467.30 3,384,099,399.92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930,347.34 30,819,100.06 20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2,469,585.89 29,300,141.56 24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9,908,170.12 975,821,153.61 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0.8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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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3,511,733.51 10,481,305,448.33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02,680,066.69 3,403,254,921.11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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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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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市工商产

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3% 196,444,902  质押 77,540,000 

深圳抱朴容易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抱朴容

易 7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4,898,9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62% 4,779,729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3,979,900    

深圳前海卓亿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前海卓

亿稳健 1 号基

金 

其他 0.45%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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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枭 境内自然人 0.37% 2,902,786    

林美惠 境内自然人 0.32% 2,500,000    

殷春秀 境内自然人 0.31% 2,367,10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29% 2,28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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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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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刘昌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 4,744,600 股，王枭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902,786 股，殷春秀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366,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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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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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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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轮胎市场消费需求依然平淡，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依然突出。但得益于国

家“减税降费”等精准调控措施的出台，各轮胎企业迎难而上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努力奋进，行业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加之天

然橡胶、合成橡胶、炭黑、骨架材料等大宗原材料价格相对处于低位，保证了轮胎企业尚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面对困难，公司坚持年初既定的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动摇，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在各个系列拳头产品尤其是卡客车

高端无内胎轮胎的带动下，上半年生产经营较为稳定，尽管出口受阻，但因调整产品系列结构、销售地区结构措施得当，轮

胎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毛利率上升。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轮胎产量 18.07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0.29%；完成轮胎销售 18.62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5.5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0%；实现净利润 9,293.0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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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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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财会[2017]9 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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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73,407,4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73,40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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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贵州轮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 NORTH AMERICA COMMERCIAL TIRE RESOURCE，贵州前进轮胎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 ADVANCE TYRE（VIETNAM）COMPANY LIMITED。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舸舸 

二O一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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