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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2017-013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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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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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05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尚武 蒋大坤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 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 

传真 0851-84767826 0851-84764248 

电话 0851-84763651 0851-84767251 

电子信箱 dmc@gztyre.com jiang_dk@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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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牌卡客车轮胎、工程机械

轮胎、农业机械轮胎、林业机械轮胎、工业车辆轮胎、矿用轮胎、实心轮胎和特种轮胎，是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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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代理（或经

销）机构，与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配套关系，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40%左右。2016年在世界轮胎厂商75强中列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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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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帘线及炭黑等，报告期内主要通过与供应商建立战略

合作的方式进行采购。一方面是稳定采购渠道，保证原材料资源及采购质量；另一方面则可以在确定的采购周期内获得低于

市场的平均采购价格。 

价格方面，公司实时跟踪市场供需及价格变化，随时关注相关原材料上游材料价格走势，以此与战略合作供应商商定对

应原材料采购价格。如天然橡胶主要参照新加坡SGX交易价格，结合东南亚主要胶场的种植、产量、天气等情况，一是按公

司生产需求50%±30%的方式，通过与合作供应商签订长约方式，锁定采购成本；二是当价格上涨时按照“大批量，少批次”、

当价格下跌时按照“多批次，小批量”的模式，有效控制采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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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7月开通贵阳改貌直发深圳盐田港“黔深班列”后，出口轮胎由贵阳装柜直发全球70多个国家，保证了

轮胎外观品质，缩短了出口轮胎在途时间。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战略为：立足于国内，努力开拓国外市场。具体销售模式如下： 

国内市场以代理商为主、配套和集团客户为辅，产品主要面向替换胎市场，部分与原配厂家配套，或直供大型项目工地、

矿山、港口、码头及企业等。 

国外市场以区域代理和销售分公司自营模式为主，辅之以部分原装配套。目前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代理机构，在一

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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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等行业开工率长期稳居高位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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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60%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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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天然橡胶、原油长期处于低位运行态势，较低的原材料采购价格有利于轮胎行业成

本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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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内部管理。经过多年的发展，轮胎行业的自动化水平已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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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的特点。整体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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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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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所属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轮胎作为汽车、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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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下滑、基础建设投资放缓、传统行

业去库存，由此引发了轮胎市场需求低迷，国内轮胎企业普遍开工率不足。同时，受美国等国际市场针对中国轮胎的贸易壁

垒影响，国内轮胎出口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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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5,587,292,292.52 4,733,467,523.26 18.04% 5,563,482,02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27,173.59 -258,982,141.25 105.88% 166,136,87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461,205.31 -275,555,659.16 1.12% 126,076,11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405,284.17 579,120,499.19 -61.60% 971,399,05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33 105.94%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33 105.94%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7.14% 7.57% 4.9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0,428,277,402.71 11,175,733,874.86 -6.69% 9,730,392,36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83,213,408.11 3,486,146,198.76 2.78% 3,773,123,256.7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89,363,986.04 1,627,623,732.92 1,456,417,049.19 1,513,887,52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37,151.61 -44,079,906.10 57,643,825.21 8,200,40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7,346.67 -47,741,052.94 -67,384,608.90 -149,998,19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588,347.25 671,982,120.48 88,168,345.90 -356,156,8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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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65,025 年度报告披露日 65,235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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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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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市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33% 196,444,902 30,000,000 质押 98,000,0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62% 4,774,602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1% 3,979,9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事

件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3,500,0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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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金鹤顺 境内自然人 0.29% 2,220,000 0   

殷春秀 境内自然人 0.28% 2,208,592 0   

蓝歆旻 境内自然人 0.28% 2,140,000 0   

王淼 境内自然人 0.27% 2,075,720 0   

光大证券－光

大银行－光大

阳光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6% 2,031,0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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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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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通过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 3,458,600 股，殷春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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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2,207,692 股，蓝歆旻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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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1 年贵州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11 黔轮债 112039 2017 年 08 月 21 日 21,600.04 6.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司按票面利率支付了本期债券 2015 年 8 月 22 日至 2016 年 8 月 21 日

期间的利息，并按债券附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即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4 个、第 5 个和第 6

个计息年度分别偿付剩余本金的 40%、30%和 30%）兑付了本期债券期初剩余本金 50%的

本金。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6年5月20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6），

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维持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其中

“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与2015年“评级展望为稳定”不一致。对本期债券从2016年4月26日开始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而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产生影响。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根据本公司报告期情况，于本年度报告披露日起一个月内对本期债券作出跟踪评级，评级结

果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请投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5.68% 68.81% -3.1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8.08% 3.21% 4.87% 

利息保障倍数 1.03 -0.37 3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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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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生产经营面临三方面困难。 

一是“三去一降一补”和供给侧改革的宏观政策继续引领企业转型升级，内需不足的状况有触底整固迹象，但有效增长还

需在一定期间内观察等待。 

二是在国际上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重重关税壁垒加重了公司轮胎出口的难度。 

三是公司特种轮胎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大量新设备安装调试、搬迁设备大修改造、多系列产品试制试产造成的

产能损失，年内未达到设计能力，产能未能充分发挥，导致成本上升，销售量、销售收入受到影响，进而对公司经营效益产

生不利影响。 

此外，橡胶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增加的成本也加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压力。 

面对经营困局，公司自始至终坚持“一个核心、三大板块、五个重点”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具体的对策措施，精心组织实

施。经过上下同心同力的艰苦奋斗，在政府相关单位的支持帮助下，公司生产经营取得一定成效，轮胎生产、销售、营业收

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业绩也取得一定盈利。 

2016年公司共完成轮胎生产488.97万条，较上年增长0.67%；完成轮胎销售521.33万条，较上年增长6.40%；实现营业收

入55.87亿元，较上年增长18.04%；实现净利润1,476.54万元，较上年增长1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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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轮胎销售业务 4,106,872,686.53 -354,201,029.98 13.86% 2.25% 7.07% 0.63% 

混炼胶及其他 44,391,724.25 18,353.10 0.04% -18.41% -99.77%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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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274,209,314.84元，增加105.88%，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房屋征收补偿

36,000万元，扣除资产报废损失后，净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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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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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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马世春 

二O一七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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