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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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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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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6 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562,413,22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人民

币 1.00元（含税）的现金红利，共计派发人民币 56,241,322.20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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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神股份 600469 G 风神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新军 王小六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焦东南路48号 河南省焦作市焦东南路48

号 

电话 0391-3999080 0391-3999007 

电子信箱 security@aeolustyre.com wxl@aeolustyr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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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控股的大型轮胎上市公司（2007 年 11 月加

入）。是中国最大的全钢子午线轮胎重点生产企业之一和最大的工程机械轮胎生产企业。是全球第

一家 100%无差别无歧视实现子午胎系列产品 100%绿色制造的企业，欧洲最受欢迎的中国卡客车

全钢子午线轮胎品牌，中重卡世界第一强东风商用车公司首选轮胎战略供应商。中国第一条抗美

援朝飞机轮胎的研发、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轮胎的配套、中国五十周年阅兵式指定用胎等都在

此诞生。 

公司主要生产“风神”牌、“河南”牌、“双喜”牌、“黄海”牌等多个品牌 1200 多个规格品

种的卡客车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和乘用车轮胎等多种轮胎。“风神”商标是中国驰名商标，主导产

品“风神”牌全钢载重子午胎蝉联中国名牌产品。 

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目前，世界轮胎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并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从全球轮胎市场看，轮胎行业市场化程度很高，轮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主要表现为：①国 

际化进一步发展，集团化不断加强，出现了新一轮的轮胎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的浪潮；②科技进

步更受重视，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日趋加快，工艺装备不断创新；③轮胎子午化水平继续攀升，新

品种轮胎走俏市场。 

中国轮胎行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轮胎市场之一。当前，中 

国已是世界汽车第一生产大国，轿车的普及率逐步提高，拉动轮胎内销市场长期稳定发展。2016 年

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贸易持续低迷，而且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特别是

英国的脱欧公投、美联储加息预期、各地地缘政治危机等，增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从

国内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调整的阵痛还在持续，而且经济下

行压力仍然较大。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全钢子午线轮胎重点生产企业之一和最大的工程机械轮胎生产企业。是全

球第一家 100%无差别无歧视实现子午胎系列产品 100%绿色制造的企业，欧洲最受欢迎的中国卡

客车全钢子午线轮胎品牌，中重卡世界第一强东风商用车公司首选轮胎战略供应商。目前公司大

股东正在筹划公司与倍耐力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的目的就是将风神股份打造为全球顶级的

工业胎生产企业，这对国内轮胎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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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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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7,727,740,654.54 10,318,066,615.22 6,870,071,565.80 -25.10 10,430,321,068.11 6,989,558,855.93 

营业收入 7,325,156,147.95 8,175,363,298.39 6,357,851,234.93 -10.40 10,376,640,710.77 8,166,836,83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4,551,362.41 149,340,944.06 247,234,053.85 -43.38 210,795,682.92 331,797,67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9,422,916.77 238,677,035.99 219,764,592.48 -58.34 325,959,582.16 325,494,13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51,314,117.15 2,380,052,155.86 2,969,072,254.62 2.99 2,304,234,833.92 2,795,361,82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9,657,521.93 1,532,211,390.17 1,091,699,108.13 -49.77 824,780,447.31 868,351,32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27 0.66 -44.44 0.38 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27 0.66 -44.44 0.38 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78 6.35 8.55 减少2.57

个百分点 

9.63 12.60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前期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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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246,938.96 1,952,866,599.91 1,863,489,255.65 1,878,553,35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9,094,344.20 41,146,065.85 -9,679,631.51 23,990,58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9,524,048.38 86,308,363.82 38,071,270.49 -84,480,76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8,019,822.93 417,932,938.73 197,569,969.65 342,174,436.4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前期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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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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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3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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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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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工橡胶有限

公司 

79,821,074 239,463,222 42.58   无   国有

法人 

河南轮胎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7,308,879 21,926,638 3.90   冻结 6,300,000 国有

法人 

申万菱信资产－工

商银行－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6,379,800 11,449,800 2.04   未知   未知 

北京宏图昌历投资

基金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682,373 11,047,120 1.96   未知   未知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2,174,914 6,524,742 1.16   未知   国有

法人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380,000 4,140,000 0.74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泰发金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057,550 3,057,550 0.54   未知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新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288,448 2,994,645 0.53   未知   未知 

焦作市投资公司 812,955 2,438,865 0.43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量

化进取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9,825 1,779,825 0.32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1、北京宏图昌历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下属企业中国化工资产

公司持股公司（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5－028）；2、在本公司

知情范围内除上述之外，股东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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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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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达 772,774.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5.10%；所有者

权益 245,131.4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2.99%；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2,515.61 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 10.4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455.1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3.38%。 

1.1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运行的第二年，公司面

临的宏观经济和行业形势与 2015年相比没有大的扭转。 

面对严峻形势和复杂局面，根据集团公司“一个中心、两个重点”的年度工作指导思想，依据

年初制定的工作大纲，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倍耐力公司战略协同的契机，公司继续在“三个满意”

（客户满意、股东满意、员工满意）引领下，围绕“精益化&协同发展”年度工作主题，实施差异

化竞争策略，公司的产品品质、运营质量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1、积极创新营销抓手，加快推进营销模式升级。 

2、开展行业对标，实现制造精度升级。 

3、持续推进精益标杆和世界级制造，提升运营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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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质增效瘦身健体，提升管理质量。 

5、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加强内部风险管控。 

 

1.2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325,156,147.95 8,175,363,298.39 -10.40% 

营业成本 6,229,411,668.15 6,717,083,192.76 -7.26% 

销售费用 485,869,974.26 619,804,070.38 -21.61% 

管理费用 417,803,715.80 428,401,169.72 -2.47% 

财务费用 48,499,591.42 156,232,735.39 -68.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9,657,521.93 1,532,211,390.17 -49.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016,840.22 -37,925,873.16 -875.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5,952,059.69 -1,071,993,716.89 7.09% 

研发支出 199,270,534.76 228,304,576.02 -12.72% 

        

        

1.3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单位:条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增减（%）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斜交胎 468,677 498,312 61,570 -13.04 -11.76 -28.11 

子午胎 6,948,088 7,330,614 867,411 -3.59 -1.77 -29.26 

乘用胎 2,144,391 2,517,218  -30.73 -16.43 -100.00 

1.4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130,117.01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7.99%；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

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66,339.42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27.03%；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

关联方采购额 37,451.03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6.09%。 

1.5 费用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485,869,974.26 619,804,070.38 -21.61% 

管理费用 417,803,715.80 428,401,169.72 -2.47% 

财务费用 48,499,591.42 156,232,735.39 -68.96% 

销售费用：本期运费及售后相关费用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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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本期研发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本期贷款规模压缩，贷款利率下降影响。 

 

 

1.6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199,270,534.76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合计 199,270,534.76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72%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918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10.21%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研发投入 19,927.05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2.72%，其中母公司研发投入 17,816.91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3.03%。 

 

1.7 现金流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9,657,521.93 1,532,211,390.17 -49.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016,840.22 -37,925,873.16 875.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5,952,059.69 -1,071,993,716.89 -7.09%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为：a、本期销售收入下降导致现金流入减少；

b、原材料成本上升导致现金流出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为：本期现金收购中车双喜轮胎有限公司与青

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购买 Pirelli Industrial S.r.l.10%股权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为：本期现金分红增加所致。 

1.8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情况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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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比例

（%） 

货币资金 817,556,804.34 10.58% 1,801,765,611.21 17.46% -54.62%  (1)  

应收账款 792,805,747.66 10.26% 1,308,611,077.59 12.68% -39.42%  (2)  

预付款项 144,039,233.25 1.86% 364,160,834.43 3.53% -60.45%  (3)  

其他应收款 44,965,271.55 0.58% 66,477,165.26 0.64% -32.36%  (4)  

其他流动资产 105,929,553.97 1.37% 40,177,846.52 0.39% 163.65%  (5)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555,525,484.78 7.19% 34,780,000.00 0.34% 1497.26%  (6)  

长期股权投资 111,003,288.00 1.44%                -    0.00% 0.00%  (7)  

在建工程 106,279,707.19 1.38% 67,971,482.40 0.66% 56.36%  (8)  

工程物资                -    0.00% 341,460.61 0.00% -100.00%  (9)  

固定资产清理 7,678,485.60 0.10% 14,589,080.40 0.14% -47.37%  (10)  

长期待摊费用 68,325,037.00 0.88% 120,642,007.57 1.17% -43.37%  (11)  

其他非流动资

产 
89,058,912.82 1.15% 165,474,086.05 1.60% -46.18%  (12)  

短期借款 494,370,000.00 6.40% 784,616,000.00 7.60% -36.99%  (13)  

应付票据 311,254,153.70 4.03% 1,234,579,897.15 11.97% -74.79%  (14)  

应付利息 1,417,080.85 0.02% 2,100,722.45 0.02% -32.54%  (15)  

其他应付款 389,557,004.77 5.04% 776,760,887.78 7.53% -49.85%  (16)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063,131,842.24 13.76% 755,000,000.00 7.32% 40.81%  (17)  

长期借款 745,059,092.00 9.64% 1,932,217,310.00 18.73% -61.44%  (18)  

长期应付款 20,000,000.00 0.26% 52,019,965.68 0.50% -61.55%  (19)  

实收资本 562,413,222.00 7.28% 374,942,148.00 3.63% 50.00%  (20)  

未分配利润 -144,207,134.22 -1.87% 361,069,091.56 3.50% -139.94%  (21)  

 

其他说明 

（1） 货币资金：本期现金收购中车双喜轮胎有限公司与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购

买 Pirelli Industrial S.r.l.10%股权所致。 

（2） 应收账款：本期子公司剥离部分资产负债所致。 

（3） 预付款项：本期子公司剥离部分资产负债所致。 

（4） 其他应收款：本期子公司剥离部分资产负债所致。 

（5） 其他流动资产：本期待抵扣税金增加所致。 

（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购买 Pirelli Industrial S.r.l.10%股权所致 

（7） 长期股权投资：本期末持有焦作风神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所致。 

（8） 在建工程：本期技措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9） 工程物资：本期领用及处置工程物资所致。 

（10） 固定资产清理：本期对外出售部分报废资产所致。 

（11） 长期待摊费用：本期剥离乘用胎业务所致。 

（12） 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末预付工程设备款减少所致。 

（13） 短期借款：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14） 应付票据：本期子公司剥离部分资产负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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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应付利息：本期末公司借款减少所致。 

（16） 其他应付款：本期子公司剥离部分资产负债所致。 

（1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8） 长期借款：本期偿还、剥离部分长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9） 长期应付款：本期末应付融资租赁款将于一年内到期所致。 

（20） 实收资本：本期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所致。 

（21） 未分配利润：本期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所致。 

 

1.9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近年来，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轮胎工业第一生产大国，已建成各种规格系列、产品齐全的 

完整工业体系，并获得了一系列具有原始创新特性的国际前沿技术成果。我国载重子午胎经过了 

高速、高载的考验，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轿车子午胎已实现无内胎、宽断面、扁平化、高速化； 

紧跟国际潮流的安全、节能、环保轮胎也已稳步推向国际市场并获得认可。 

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中国轮胎项目可行性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6 版）》认为，

我国已经是汽车第一大生产国和新车消费国，从消费来说，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还不到世界平均

水平的一半，汽车消费仍还有较大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基础建设投资仍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工程机械消费也有较大增长空间。汽车消费和工程机械消费的增长将推动轮胎

行业保持稳健增长趋势。据中国产业调研网统计，我国轮胎产量由 2006 年的 2.8 亿条增至 2016 

年的 6.10 亿条。“十三五”期间，轮胎需求预计仍将继续增长，中国轮胎行业发展前景乐观。 

 

 

1.10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以现金向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购买中车双喜轮胎有限公司 100%股权、青岛黄海橡胶

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现金向 Pirelli Tyre S.p.A，（以下简称“倍耐力”）购买 PirelliIndustrial S.r.l.

（简称“倍耐力工业胎”）10%股权；详见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告《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修订稿）》（公告编号：临 2016-054）。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以现金向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购买中车双喜轮胎有限公司 100%股权、青岛黄海橡胶

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现金向 Pirelli Tyre S.p.A，（以下简称“倍耐力”）购买 PirelliIndustrial S.r.l.

（简称“倍耐力工业胎”）10%股权；详见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告《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修订稿）》（公告编号：临 2016-054）。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 不适用  

 

序 证券 证券代码 证券简 最初投资金额 持有数量 期末账面价 占期末证券总 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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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品种 称 （元） （股） 值 

（元） 

投资比例 

（%） 

损益 

（元） 

1 
A 股

股票 
601818 

光大 

银行 
19,500,000.00 6,000,000 23,460,000 78.46 0 

2 
A 股

股票 
600815 

厦工 

股份 
10,675,201.68 1,000,000 6,440,000 21.54 0 

3         

4         

5         

6         

7         

8         

9         

1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合计 30,175,201.68 / 29,900,000 100%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2001 年 9 月 10 日，公司出资 1,950.00 万元认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000 万股，

2002年 4月 30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公司持股数量增加至 1,100

万股。2010 年 8 月 18 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2015 年

3 月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出售光大银行 500 万股，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所持股权市值为

23,460,000.00   元。2016 年 7 月，公司收到光大银行现金股利 1,140,000.00 元。 

201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以 10,675,201.68 元成功申购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A 股

1,662,804 股。2013 年 2 月 4 日，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出售厦工股份 100,000 股，2015 年 3 月公司

通过二级市场出售厦工股份 562,804 股,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所持股权市值为 6,44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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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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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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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中车双喜轮胎有限公司 

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四、 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 行业格局和趋势 

√适用 □ 不适用  

世界轮胎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行业排名前三的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占据了约 46%左 

右的市场份额，行业前 10 名企业的市场份额约为 69%。轮胎行业的格局也较为稳定，近十年，

行业排名前三的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 40%以上，而行业 75 强的收入占比一直保持在 90%

以上。 

轮胎行业发展趋势：一是轮胎刚性需求存在，但市场重心将逐步向通过创新提供个性化、多 

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转移，轮胎行业将由大向强转变；二是轮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能扩张收敛，

但价格竞争还将延续一段时间；三是受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主要原材料成本触底回升等因素影响，

促使轮胎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 

 

2 公司发展战略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公司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存在的挑战，一是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轮胎需

求仍将持续萎缩，全球市场容量下降，销售形势严峻；二是国内天然橡胶、炭黑等原料价格上扬

和能源环保因素带来的公司运营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三是传统整车配套市场整

体形势仍不容乐观，配套量持续下滑。在此形势下，公司要紧紧抓住与倍耐力对标协同的契机，

最大程度的发挥协同价值，快速提升风神业务能力和产品质量。 

 

3 经营计划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公司计划生产轮胎 805 万条。2017 年围绕“协同、创新、共赢”工作主题，以倍耐力协

同为契机，以提升盈利能力为目标，快速优化市场、产品、客户结构；持续推进精益化与质量管

理升级，大力实施人才培养与员工技能提升计划，持续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最终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能力，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1、加强销售协同，实施多品牌策略。 

公司将强化产品意识，改善品牌/经销商网络布局。充分利用倍耐力产品定位，实施 PBM 组合，

提供全系列不同定位产品，巩固和粘合经销商合作关系，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 

2、开展技术创新，实施重点攻关，实现精准研发。 

2017 年，全面开展与倍耐力公司的对标提升活动，加大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和引进，加速产

品更新换代，加快推进研发创新能力平台建设，形成公司持续的研发竞争能力。 

3、实施专业协同，提高制造能力。 

通过与倍耐力对标协同，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制造过程的专业化水平，将制造过程的控制

指标和措施细化到工段，提升工序的 Cpk 和一次通过率，提高制造过程能力。 

4、加强人才管理，推进减员增效。 

建立以创建国际化管理团队为目标的人才招聘体系，大力引进专业高端人才；通过“风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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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在设备、工艺、质量、成本管理等方面借鉴倍耐力培训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积

极打造学习型组织；推进基于岗位能力矩阵的岗位分级管理，借鉴倍耐力的人才管理流程，建立

内部核心岗位人才库和人才梯队。 

4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 不适用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近 80%。天然橡胶占公司

产品制造成本的 45%左右，天然橡胶价格大幅波动将会对公司成本控制及经营业绩有较大的影响。

公司将重点做好价格变动大的天然橡胶的行情判断，采取不均衡采购方式，力争实现在低价时加

量采购，对其它原材料，公司将继续加大原材料采购的招标力度，努力降低采购成本。  

2、市场竞争风险 

 

目前国内轮胎行业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国际轮胎巨头抢滩中国，

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将通过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打造集产品力、渠

道力、服务力、品牌力为一体的市场竞争优势。重点落实好渠道运营质量提升，积极开展电商业

务，创新营销模式，做好培训中心建设等关键行动。继续加大实施品牌策略，提升产品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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