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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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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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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825,082,866.22 元。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770,167,052.82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

公积 77,016,705.28 元后，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693,150,347.54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1,336,185,888.15 元，截至 2016 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029,336,235.69 元。 

公司拟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次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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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轮胎 6011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丹芳 于元忠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青岛中路56号 山东省威海市青岛中路56号 

电话 0631-5305527 0631-5305527 

电子信箱 jqgc@triangle.com.cn jqgc@triangle.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始终坚持“围着轮子转”的经营理念，专注于轮胎科技进步与发展，主营业务为轮胎的

研发、制造和销售，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99.40%,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商用车胎、乘用车胎、

斜交工程胎、子午工程胎和子午工程巨胎 5 大类，5,000 个以上规格品种；年制造能力 2,200 多万

条（57 万吨），其中商用车胎 600 万条、乘用车胎 1,600 万条、斜交工程胎 23 万条、子午工程胎

15 万条（覆盖八大类型的工程机械），子午工程巨胎 1,500 条(最大规格为 63 吋)，是国内产品门

类最为齐全、最专业化的轮胎制造企业和供应商；公司坚持全球化品牌战略，产品 55%以上销往

国际市场，覆盖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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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轮胎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钢丝帘线、纤维帘线、炭黑等。为保证

轮胎性能的稳定，公司实施严格的供应商评审制度，从技术先进性、安全环保水平、供货能力等

方面选择优质的供应商，合成橡胶、钢丝帘线等骨架材料主要通过阿朗新科、中国石化及江苏兴

达等国内外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采购；天然橡胶通过船货、现货等渠道主要从泰国等优质产胶区采

购。采购方式上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实施远期和即期相结合的灵活采购方式，供应商按合同或订单

执行满足公司采购需求。 

2、制造模式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采用基于机器人、信息化、自动化的智能制造模式，满足规模化和小批

量个性化需求，生产资源实现动态调配与协同运行，所有过程数据实时采集，可视化呈现、支持

生产运营决策，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柔性生产能力提供了更好基础。 

3、营销模式 

公司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采取不同的营销模式。具体如下：  

（1）直销 

公司直接向汽车、工程机械制造商销售原配轮胎，注重与核心配套厂家从产品研发到生产供

货、销售服务等环节的深度合作。 

（2）经销 

①国际市场：一方面发展与大型跨国公司固特异、卡特彼勒等的合作关系，借助其品牌优势、

渠道优势推广三角品牌，提升品牌认知度，扩大全球营销网络；另一方面密切与当地经销商合作，

例如在欧洲市场与 TYM 公司、在北美与 TBC 公司合作销售乘用车胎等。 

②国内市场：公司在国内采用经销商区域代理模式，以产品线为基础按销售区域策划与销售

产品，并设立专门团队推广销售工程胎和巨胎；另外公司 2010 年开始与中石油、中石化进行战略



合作，利用其庞大的加油站网络优势合作建立销售渠道。 

③经销模式下，公司还有极少量 OEM 业务。公司负责按照轮胎采购方提出的规格、质量等方

面要求生产贴有轮胎采购方品牌的产品，产品直接销售给轮胎采购方。目前主要为美国固特异轮

胎等国际知名轮胎企业贴牌生产。 

（三）行业情况  

1、国际轮胎市场现状 

（1）过去几年全球轮胎市场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轮胎制造业的一个

中心。 

（2）中国轮胎产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2、国内轮胎市场现状 

（1）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轮胎生产国和出口国，轮胎产量约占世界轮胎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2016 年国内轮胎企业总产量 6.10 亿条，同比增长 7.9%，其中商用车轮胎 1.2 亿条，乘用车轮胎

4.4 亿条，斜交轮胎 4500 万条，产品子午化率达到 92%，出口占比 40%以上（数据来源：中国橡

胶协会）。 

（2）由于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推动了轮胎业走向市场的步伐，2016 年中国汽车产销 2,811.9

万辆和 2,802.8 万辆，同比增长 14.5%和 13.7%，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为轮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持续的动力。（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3）中国轮胎产业走向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迫在眉睫；中国轮胎企业积极进

行全球化市场布局。 

（4）国家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更为严格环保、能耗、质

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防止过剩产能死灰复燃，轮胎行业的“僵尸企业”逐步被淘汰，

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企业发展由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品牌效应明显上升。 

3、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公司是国内规格品种最齐全、品牌高度国际化的轮胎制造企业和供应商，40 年始终专注于轮

胎科技创新，共获得 393 项专利，又是中国子午胎技术的先行者；科技创新的领军者；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主要制订者；国际标准的主要参与者。2010 年以来连续六年担任全国“轮胎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公司综合效益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位列前茅，是中国制造业 500 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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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3,215,620,584.35 8,863,605,007.33 49.10 8,604,539,841.30 

营业收入 6,709,910,603.20 7,186,944,047.53 -6.64 9,164,800,54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25,082,866.22 805,583,718.77 2.42 1,013,126,67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45,302,819.33 768,366,525.24 -3.00 1,004,444,04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841,029,128.86 2,733,443,676.46 186.86 2,829,004,91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0,458,717.49 813,879,791.37 -56.94 1,422,465,550.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27 1.34 -5.22 1.6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27 1.34 -5.22 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9.57 26.14 减少6.57个

百分点 

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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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385,621.98 1,740,238,171.89 1,626,757,602.20 1,758,529,207.1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1,103,007.30 226,670,615.41 179,656,823.57 257,652,419.9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6,703,353.81 219,756,601.57 169,809,806.69 199,033,057.2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0,603,770.98 297,448,038.61 215,684,814.51 -453,277,9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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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1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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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集团有限公司 0 45,473.975 56.84 45,473.975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

投资有限公司 

0 4,178.9417 5.22 4,178.9417 无   国有法人 

丁玉华 0 2,771.505 3.46 2,771.505 无   境内自然

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二户 

0 2,000 2.50 2,000 无   国有法人 

单国玲 0 1,533.275 1.92 1,533.275 无   境内自然

人 

侯汝成 0 1,333.748 1.67 1,333.748 无   境内自然

人 

驰发电动车科技有

限公司 

0 900 1.13 900 质押 783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王文浩 0.1 693.322 0.87 693.222 无   境内自然

人 

桂林橡胶机械有限

公司 

0 229.4065 0.29 229.4065 无   国有法人 

威海橡胶化工进出

口有限公司 

0 164.7 0.21 164.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一、三角集团与丁玉华、单国玲、侯汝成、王文浩及重汽投资公司

间存在关联关系： 

1、丁玉华通过所控制的新太、新阳、金石间接控制三角集团，同

时担任三角集团董事长、金石董事长、新太和新阳的执行董事； 

2、单国玲在新太、金石持股比例超过 5%；同时担任三角集团副董

事长、金石董事、新阳经理； 

3、侯汝成在新太、金石持股比例超过 5%；同时担任三角集团副董

事长、新太监事； 

4、王文浩在新太持股比例超过 5%；同时担任三角集团监事会主席、

金石董事； 

5、重汽投资公司持三角集团 5.49%股权。 



二、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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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年全球经济大环境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逆全球化倾向严重，贸易壁垒不断增多；二是实

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得到重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的长期政策

和措施。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公司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一年来，面对行业洗牌加剧、贸易壁垒增多的挑战，公司始终坚持“品牌行天下”的战略，

通过转型升级及 A股上市，实现了公司新的发展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10亿元，



实现净利润 8.25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5亿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营销方面 

①三角品牌全球布局，2016 年新开发了俄罗斯的巨胎市场，进入了世界第二大钻石矿山阿

尔洛萨矿业集团供应体系；三角品牌店在国内已经达到 2000家以上，覆盖 70%以上的县市级。 

②加强重点区域的品牌宣传与推广力度, 2016年国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3.89%，欧洲市场出

口量同比增长 15.43%；特别是北美市场通过美国销售公司新的渠道策略和品牌推广策略，逐步拓

展了市场布局，子午工程胎销售同比增长了 47.52%。 

③产品结构调整效果明显，17吋及以上规格产品总体销量增长 37.76%,国内增长 115.03%，

明显高于 2016年公司轮胎销量增幅。 

④网络建设深入市场终端，2016 年建立了南美、澳新、东南亚等销售团队，报告期内在二

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与经销商共同策划并建设三角品牌销售店；通过平面媒体、网络媒体、专业杂

志等进行品牌宣传，并在各区域进行体育赛事赞助，提升品牌影响力。 

（2）生产制造领域 

①按照工业 4.0 及中国制造 2025标准，公司募投项目已部分投产，实现智能化制造，并达

到“绿色轮胎”的制造标准和世界先进国家的环保、安全等标准，为品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②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生产国内最大的巨型工程子午线轮胎，三角轮胎已可生产 49吋到 63

吋全规格的工程子午巨胎系列产品。 

（3）研发领域 

①在力学、材料等基础领域加强研究，在新产品设计及工艺设备等方面加强技术研究与创新，

新增 130多个轮胎产品，39项专利技术授权。 

②2016年公司参与制订或修订国家标准 29 项，其中主持 3项，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品牌地

位。 

③2016 年自主研发的“具有高气密性的轮胎气密层橡胶组合物”发明专利获得山东省人民

政府颁发第一届专利奖；载重汽车公制子午线轮胎（45-65 系列，15'轮辋）获评 2016 年度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推荐品牌产品；巨型工程子午线系列轮胎项目获得“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银奖；

乘用车轮胎产品的燃油经济性和操控安全性能达到欧盟标签法规的“BB”等级。 

（4）供应链管理方面 

①2016年进行了采购体系业务流程重组，加强了上线管理，实施了“购管修一体化”战略。 

②构建了稳固的供应链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照质量体系文件标准对供应商的准入、生产过



程控制等进行评价、评审；按环境体系标准对供应商进行严格要求和管理；与供应商明确双方知

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加强与国内、国际知名供应商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建立技术共享平台，

保持在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领先性。 

③在市场震荡上行趋势下，通过前瞻性的部署和阶段性储备方式，分别在价格低位横盘、阶

段性回调时集中采购，有效地控制了采购成本。 

（5）公司始终坚持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坚持绿色制造，2016年环保投入达 3000多万元；

在新项目建设中系统地进行安全和环境影响评估，确保生产系统的先进性、安全性和环保性。 

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0,991.0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7,703.34万元，下降 6.64%；

营业成本 499,329.3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4,329.18 万元，下降 9.8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82,508.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49.91 万元，上升 2.42%。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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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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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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