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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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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4,396,696.97 10,521,029,238.76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087,012,838.61 3,711,591,728.97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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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472,062.52 11.64% 4,926,003,192.26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7,915,047.43 474.90% 406,050,432.72 2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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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6,761,296.12 442.18% 414,240,524.72 19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23,665,394.63 101.61% 1,451,075,545.26 1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440.00% 0.52 20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440.00% 0.52 20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5% 4.22% 10.40% 6.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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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0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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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2,684.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3,983.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50,294.33  

合计 -8,190,09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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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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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63% 196,444,902  质押 90,430,000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国泰基金－浦发

银行－国泰－禾

盈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51% 12,023,300    

中国工商银行－

华安安信消费服

务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0% 11,938,3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趋势优

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3% 11,396,000    

国泰基金－上海

银行－国泰基金

格物 2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0% 11,138,170    

UBS AG 境外法人 1.21% 9,681,691    

易方达资产－工

商银行－易方达

资产华瑞 3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7% 7,745,700    

国泰基金－工商

银行－国泰基金

格物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78% 6,212,6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61% 4,903,129    

陕西抱朴容易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抱朴容易 7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1% 4,8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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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44,902 人民币普通股 196,444,902 

国泰基金－浦发银行－国泰－禾

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0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23,30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安信消费服 11,93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3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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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3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96,000 

国泰基金－上海银行－国泰基金

格物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138,17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8,170 

UBS AG 9,681,691 人民币普通股 9,681,691 

易方达资产－工商银行－易方达

资产华瑞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7,745,700 人民币普通股 7,745,700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基金

格物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6,2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6,212,600 

刘昌 4,903,129 人民币普通股 4,903,129 

陕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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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116 人民币普通股 4,8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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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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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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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400,234,422.54元，增加192.26%，主要是本期在建全钢子午线轮胎异地搬迁项目（即扎佐全

钢三期工程）和越南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2、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08,546,469.22元，增加48.53%，主要是越南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取得的土地使

用权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34,684,722.12元，增加79.58%，主要是本期在建全钢子午线轮胎异地搬迁项目（即扎

佐全钢三期工程）和越南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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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146,420,982.14元，减少63.29%，主要原因是上交上年末应交增值税及相关附加税。 

5、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增加42,824,062.78元，增加102.90%，主要是本期实行股权激励确认的回购义务增加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748,651,896.75元，减少96.40%，主要是偿还到期中期票据所致。 

7、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末减少12,640,475.85元，减少46.45%，主要原因是偿还到期的售后回租借款。 

8、递延收益较上年末增加72,962,178.88元，增加1573.61%，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0,698,900元，增加457.22%，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银行分红增加。 

10、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19,740,323.77元，增加193.16%，主要是本期原材料价格维持处于低位，以及公司内部实

施精细化管理和强化成本控制，制造成本下降所致。 

1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368,920.29元，增加43.95%，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2、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279,128,870.35元，增加322.83%，主要是本期上交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1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00,086,295.31元，增加129104.13%，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4亿元征收补偿款。 

14、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8,179,612.53元，增加825.42%，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增加。 

15、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37,555,596.85元，增加130.96%，主要是本期在建全钢子午线轮胎异地搬

迁项目（即扎佐全钢三期工程）和越南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16、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5,049,068.73元，减少101.68%，主要是本期人民币波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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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轮胎（越南）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进展情况：现正在进行地面厂房建设和锅炉设备安

装，空压机等部分设备已到达现场。 

2、全钢子午线轮胎异地搬迁项目（即扎佐全钢三期工程）进展情况：已完成单体建筑物全部主体工程，正在进行设备

安装调试。 

3、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情况：2020年9月3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0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828），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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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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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公司百花大道 41 号、金关路除 2016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签订<

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房屋征

收货币补偿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12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云

岩区征收局<关于未能及时支付征收补偿款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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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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签订<

一期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2020 年 05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一

期房屋征收第二笔补偿款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轮胎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起诉普惠國際貿易（香港）有限

公司、重庆商社化工有限公司向其支付

货款案 

2019 年 11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

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

公司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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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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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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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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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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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9 月 0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刘晟；国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曾彪；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晖。 

公司经营情况

介绍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

m.cn）《000589 贵州轮

胎调研活动信息

20200909》 

2020 年 09 月 08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其他 

深交所、贵州省金融

局、贵州证监局、贵州

证券业协会在公司举

办“贵州资本市场服务

周——走进贵州轮胎”

活动，通过华创证券、

中天国富证券等报名

的投资者 17 人；证券

时报、全景网记者 5

人。 

公司经营情况

介绍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

m.cn）《000589 贵州轮

胎调研活动信息

20200910（1）》 

2020 年 09 月 08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王斌、周阳；国盛

公司经营情况

介绍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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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王

席鑫、杨义韬；国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苗

琦。 

m.cn）《000589 贵州轮

胎调研活动信息

20200910（2）》 

2020 年 09 月 14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袁帅 

公司经营情况

介绍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

m.cn）《000589 贵州轮

胎调研活动信息

20200915》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舸舸 

二 O 二 O 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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