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19-046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舸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朝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张艳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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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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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240,899.28 10,481,305,448.33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542,341,615.81 3,403,254,921.11 4.0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19,080,547.31 -9.39% 4,839,472,014.61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165,226.59 10.36% 129,095,573.93 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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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8,135,519.26 8.95% 140,605,105.15 11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37,548,789.72 3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25.00% 0.17 1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25.00% 0.17 1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0.06% 3.72% 1.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93,510.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52,301.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692,245.6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76,076.85  

合计 -11,509,531.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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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25.33% 19,644,902  质押 77,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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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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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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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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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 2,559,479    

吴少东 境内自然人 0.33% 2,556,800    

殷春秀 境内自然人 0.30% 2,336,10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29% 2,280,163    

深圳百易晟金镶

玉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2,199,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19,644,902 人民币普通股 19,64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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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930 人民币普通股 4,898,930 

刘昌 4,779,729 人民币普通股 4,779,72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9,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3,345,876 人民币普通股 3,345,876 

王枭 2,559,479 人民币普通股 2,559,479 

吴少东 2,55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6,800 

殷春秀 2,3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6,100 

万沛中 2,280,163 人民币普通股 2,280,163 

深圳百易晟金镶玉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1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9,900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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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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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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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5,100 股；深圳百易晟金镶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199,9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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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642,097,533.74元，增加38.01%，主要是经营性活动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 

2、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15,081,079.26元，增加94.77%，主要是支付的设备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3、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119,585,183.40元，增加143.86%，主要是收到的国内客户的预付款。 

4、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21,316,331.28元，增加43.36%，主要是预提的年终奖励。 

5、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55,918,466.51元，增加52.64%，主要原因是应交增值税增加。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233,290,367.24元，减少72.07%，主要原因是偿还到期债务。 

7、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减少49,225,577.81元，减少54.15%，主要是转入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所致。 

8、递延收益较期初增加1,643,268.58元，增加61.62%，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9、其他收益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2,290,079.03元，增加77.31%，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10、投资收益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20,444,175.00元，减少89.73%，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银行分红较上年同期减少。 

11、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1-9月合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14,701,470.11元，增加37.91%，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坏

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 

12、资产处置损失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484,049.71元，减少32.76%，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的固定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 

13、营业利润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99,931,185.55元，增加124.45%，主要原因是轮胎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毛

利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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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营业外收入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640,972.36元，增加201.09%，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市场管理得到的处罚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加。 

15、营业外支出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3,209,608.04元，增加540.85%，主要是全资子公司贵州轮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受到海关处罚1,500万元所致。 

1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1,754,990.00元，增加209.20%，主要原因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权益投资公允价值上升。 

17、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4,453,202.74元，增加211.87%，主要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所致。 

18、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3,486,345.80元，增加39.94%，主要是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314,143,118.51元，增加34.02%，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下降，使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 

20、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20,444,175.00元，减少89.73%，主要是本期收到的银行分红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21、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3,833,356.45元，增加67.99%，主要是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2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48,118,355.95元，减少36.49%，主要

原因是本期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减少。 

23、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20,433,010.32元，增加486.19%，主要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越南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进展情况：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取得了越南前江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投

资执照》；项目投资实施主体、孙公司——前进轮胎（越南）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并就项目土地租赁事宜与龙江

工业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书》；项目规划许可、消防建审许可、环评许可均已获批，现正在按程

序办理基础设计第三方审核、施工许可证等手续。 

2、根据云岩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下达的云府发[2019]122号《房屋征收决定》，在贵阳市云岩区实施云储-2019N-02

号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需对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内房屋进行征收，涉及本公司百花大道41号、金关路除2016年3月因实施

1#路建设已征收部分外的全部生产用房及子公司贵州大力士轮胎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生产用房。依据国务院第590号令《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该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经友好协商，云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管理局拟与本公司和大力士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共3份），补偿金额总计248,552.88万元。2019年9月25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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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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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舸舸 

二 O 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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