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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2018-021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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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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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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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代

理（或经销）机构，与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配套关系，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35%左右。2017年在世界轮胎厂商75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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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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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个国家，保证轮

胎外观品质，缩短出口轮胎在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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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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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原材料采购价格有利于轮胎行业成本控制，但会降低轮胎生产进入门槛，导致市场供给增加，竞争加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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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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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6,959,609,092.73 5,587,292,292.52 24.56% 4,733,467,52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691,547.63 15,227,173.59 -1,555.89% -258,982,14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1,500,549.87 -272,461,205.31 29.01% -275,555,659.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301,256.84 222,405,284.17 1.75% 579,120,49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2 -1,550.00%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2 -1,550.00%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0.43% -6.81% -7.1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9,715,434,062.21 10,428,277,402.71 -6.84% 11,175,733,87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27,565,155.01 3,583,213,408.11 -7.13% 3,486,146,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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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874,193.98 2,066,569,083.03 1,876,699,335.04 1,922,466,48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235,687.88 -106,884,593.08 -21,646,983.57 -208,395,65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10,030.36 -105,615,938.19 -21,037,782.02 -189,536,79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59,244.17 22,877,803.44 100,626,125.66 69,038,0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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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6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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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77,540,0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57% 4,454,671 0   

林美惠 境内自然人 0.52% 4,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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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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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 3,78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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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枭 境内自然人 0.41% 3,215,180 0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粤

财信托·昭信一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33% 2,587,000 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31% 2,421,588 0   

宋传苓 境内自然人 0.31%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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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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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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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国经济总体增速为6.9%，好于预期，但轮胎行业受益不明显。一方面，轮胎行业企业间产业并购、扩产投产

等扩大经营规模的活动持续不断；另一方面，受国内严格的环保政策影响，部分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企业间经营分化明显。 

总体而言，轮胎行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依然没有明显好转。 

一是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且反复波动，成本控制难度加大，其中橡胶价格受资本炒作影响，从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持

续上涨，到2017年4月初达到峰值后又开始巨幅震荡；炭黑、助剂等化工原料受国家环保治理影响，从2017年6月开始大幅上

涨且供给紧张。 

二是出口市场受“双反”影响，销售量较上年度下降。 

从2017年7月开始，因部分化工、轮胎企业关停致使轮胎供给减少，公司轮胎出货量较上半年逐月上升的同时也实现了

提价销售，但由于销售价格提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及提价幅度不及化工原料价格上涨幅度，毛利率出现明显下滑。 

2017年公司完成轮胎产量496.62万条，较上年增长1.57%；完成轮胎销售505.52万条，较上年下降3.04%；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48.55亿元，较上年增长16.86%。 

2017年度，因公司对老厂区整体搬迁计划进行重大调整（即到越南投资建设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实现海

外生产海外销售），与贵阳云岩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3月签订的《房屋整体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不能如期履

行，原归集的搬迁损失转为经营费用，导致本年度出现较大亏损。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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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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业务 4,803,972,377.22 4,309,217,632.29 10.30% 16.97% 21.81% -3.56% 

混炼胶及其他 50,569,366.09 47,985,391.68 5.11% 13.92% 8.14%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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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减少 236,918,721.22 元，减少 1,555.89%，主要是公司对老厂区整体搬迁计划进行

重大调整（即到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120 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实现海外生产海外销售），公司与贵阳云岩产业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签订的《房屋整体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不能如期履行，原归集的搬迁损失转为经营费用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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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的规

定，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前述准

则。 

董事会批准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

15号）的规定，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

执行前述准则。 

董事会批准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

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

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调增“其他

收益”科目本年金额847,145.89元，调减“营业外收入”科目

本年金额847,145.89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本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董事会批准 

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以前年度资产处置收益进行追

溯调整，调增 2016 年度 “资产处置收益 ”科目金额

208,271,792.25元，调减“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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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分别是213,539,443.75元、5,267,65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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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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