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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2018-032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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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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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 41 号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 41 号 

电话 0851-84763651 0851-8476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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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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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84,099,399.92 3,160,443,277.01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819,100.06 8,351,094.80 26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300,141.56 -140,925,968.55 1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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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5,821,153.61 56,637,047.61 1,62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23%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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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4,824,591.11 9,715,434,062.21 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52,967,957.61 3,327,565,155.01 0.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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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市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33% 196,444,902 0 质押 77,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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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4,791,800 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59% 4,596,671 0   

林美惠 境内自然人 0.53% 4,1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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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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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 境内自然人 0.39% 3,013,834 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37% 2,9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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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2,8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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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0,900 股，陈旭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013,8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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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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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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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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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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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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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左右。2017年在世界轮胎厂商75

强中列第36位。 

2018年上半年，受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及外围频发的贸易壁垒影响，轮胎市场总体需求未见明显好转。据中国橡胶工业

协会轮胎分会统计资料显示，上半年国内轮胎行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虽然天然橡胶、合成橡胶、钢丝帘线等价格平稳

处于低位，但炭黑、橡胶助剂、能源、人力、环保治理成本趋高。国内轮胎市场需求平淡，受“双反”影响出口受困，产销量

处于微增长状态。 

相对国内同行业，因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销售地区结构调整措施得当，效果明显，质量控制水平提升，以及年产325万

条特种轮胎异地搬迁项目完成，尽管出口受阻，但因国内市场增幅较快，轮胎产销量、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

长，毛利率上升，主营业务实现扭亏为盈。2018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轮胎产量280.53万条，较上年同期增长17.39%；完成轮

胎销售277.76万条，较上年同期增长26.4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95%；实现净利润3,081.91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3.36%。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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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投资设立贵州前进轮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马世春 

二O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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