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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1-01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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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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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21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 956,319,462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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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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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大坤 陈莹莹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工业园黔轮大道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工业园黔轮大道 

传真 0851-84764248 0851-84763651 

电话 0851-84767251 0851-84767826 

电子信箱 jiang_dk@sina.com chenyingying@gt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商用轮胎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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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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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机械轮胎、工业车辆（含实心）轮胎和特种轮胎（如重型越野轮胎、轻轨走行轮胎、沙漠运输轮胎

等），是国内商用轮胎规格品种较为齐全的轮胎制造企业之一。市场主要包括替换市场、配套市场和集团客户等，在国内各

省市及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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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左右。企业规模在2020年度全球轮胎厂商75强中列第32位，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橡胶》杂志社2020年9月发布的“2020

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行榜”中列第10位。 

（1）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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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帘布及炭黑等，主要通过线下询价比价、与供应商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国家认证第三方互联网采购平台招标等方式进行采购，坚持价格优先和就地、就近采购原则，严格执行采

购审批程序，全面实行原材料“零”库存管理。 

价格方面，公司根据不同类型原材料的市场特点，分别采取招标采购定价、战略合作定价、根据公开市场价格定价等多

种灵活的定价策略，有效控制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每年年末，根据公司规划，销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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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新产品的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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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在轮胎行业多年积累的生产经验，公司在智能制造、精益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推广。公司在各条产线已

全面实施MES（制造执行系统）系统、APS（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等信息化系统，逐步推广AGV、机械手、堆垛式立体仓库

设备等自动化设备。公司当前的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已处于国内较为先进的水平。同时，建立并全面实施了GTPS

（精益管理）体系，促进精益管理水平提高，全方位提高生产管理、质量控制、成本把控水平。 

3）销售模式： 

秉承“创造价值，回馈社会”的企业使命，公司通过产品和渠道多元化，不断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积极培育品牌和产

品的宣传与服务体系，提升公司及产品的市场形象和核心竞争力。 

在替换市场，公司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各地区分品牌指定省级经销商。公司建立了严格的经

销商开发制度，重点开发区域内排名靠前的经销商客户，同时对现有的经销商客户进行持续的优化升级。公司大部分经销商

在各自区域内的轮胎经销企业中均位列前茅，具备完善的销售网点和服务能力。 

在集团客户市场，公司积极开发拓展港口、矿山等对替换轮胎需求较大的集团用户，凭借优异的使用性能，有效降低集

团客户的轮胎使用成本。近年来公司服务的主要集团客户有金诚信矿业、本溪钢铁矿业、紫金矿业、中铁十九局、黑龙江依

兰煤矿、江苏船山矿、青岛港、营口港、重庆轻轨、长春轻轨、庞巴迪、台湾捷运、韩国大邱捷运等港口、矿山、轻轨公司。 

在整车配套市场，公司直接与配套整车厂商签订销售合同。公司与整车厂展开深入合作，开发定制化新产品，全面满足

客户需求。配套市场的持续稳定增长，有效提升了公司产品在行业以及终端客户的品牌影响力。近年来公司服务的主要配套

整车厂有三一集团、临工集团、徐工集团、柳工集团、同力重工、大运汽车、振华重工、中国重汽、中国一汽、中国一拖、

东风集团、杭叉集团、合力叉车、小松、凯傲、爱科、纽荷兰、约翰迪尔、卡哥特科、沃尔沃、科尼等国内外知名卡客车、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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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轮胎行业同时具备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和规模经济较为明显的特点。随着多年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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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激烈的市场竞争

锤炼，已处于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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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不断提

高；2）在国际轮胎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3）产能结构性过剩，中低端产品竞争激烈；4）科技进步、品牌建设和经营

理念创新与国际轮胎巨头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3）公司所属行业的周期性特点 

轮胎下游市场主要分为配套市场和替换市场，其中配套市场与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的产销量直接相关，与宏观

经济波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替换市场与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的保有量直接相关，鉴于国内外保有量巨大，轮胎需

求具有较强的刚性，因此替换市场周期性特点不显著。 

（4）公司所属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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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等行业的配套产品，受经济结构调整及上述下游行业的影响较

大，如果下游行业产品产销量增加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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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等行业开工率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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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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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将导致轮胎生产成本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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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水平已实现较大幅度的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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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1）卡客车轮胎：是为商用车配套使用的轮胎，商用车包含货车类、客车类两个大类，其中货车类产品包括轻型货车、

中重型货车，客车类产品包括轻型客车（含改装类）、大中型客车（含改装类）。典型使用车型主要有轻卡、微客，自缷车、

载货车、牵引车、挂车，专用车等，是目前公路交通运输的主要运输车辆。 

2）工程机械轮胎：是基础建设和装备工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和零配件。概括地说，凡土石方施工工程、路面建设与养护、

矿业开采作业、流动式起重装卸作业和各种建筑工程所需的综合性机械化施工工程所必需的机械运输装备，包括挖掘机械，

铲土运输机械，工程起重机械，工业车辆，压实机械，工程运输机械，工程装载运输机械等使用的轮胎。典型使用车型有推

土机、挖掘机、铲运机、装载机、平地机、运输车、平板车和重型自卸汽车等。 

3）农业机械轮胎：是细分市场的重要分类产品系列，是为农业生产配套的重要零部件和生产资料。是根据农业的特点

和各项作业的特殊要求而专门设计制造的轮胎，如土壤耕作机械轮胎、种植和施肥机械轮胎、植物保护机械轮胎、作物收获

机械轮胎、畜牧业机械轮胎等，产品分类有普通斜交轮胎和农业子午线轮胎。 

4）工业车辆轮胎：是轮胎细分市场重要的产品系列之一，工业车辆一般指普通适用港口，车站、货场、车间、仓库、

油田及机场等，可以进入船舶和集装箱内进行作业，还广泛用于特殊防爆及越野作业。随着物流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广和应用，

以及国家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车辆轮胎使用范围也日益扩大，成为一种产量和规格最多的产品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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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种轮胎：特种车辆指的是外廓尺寸、重量等方面超过普通设计车辆限界及特殊用途的车辆，经特殊设计特制或专

门改装，配有固定的装置的运输车辆或设备。典型使用车辆或设备有重型越野车辆、特种运输车辆、城市轻轨、沙漠用运输

车辆等。 

（6）公司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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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6,808,729,456.34 6,458,337,888.66 5.43% 6,825,324,93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8,469,209.25 135,442,537.61 740.56% 88,173,14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7,259,830.32 148,502,681.07 302.19% 51,860,88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9,357,744.01 1,751,891,889.59 -5.28% 733,203,77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7 0.17 764.71%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3 0.17 741.18%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4% 3.81% 23.23% 2.6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1,516,227,987.83 10,521,029,238.76 9.46% 10,481,305,44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70,125,631.95 3,711,591,728.97 31.21% 3,403,254,921.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46,470,921.65 1,872,060,208.09 1,807,472,062.52 1,882,726,2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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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59,163.45 163,476,221.84 207,915,047.43 732,418,77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126,871.01 171,352,357.58 206,761,296.12 183,019,30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948,106.60 436,462,044.03 423,665,394.63 208,282,1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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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东总数 
51,90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6,10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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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50,0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62% 4,94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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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 4,499,116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4% 4,270,5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3% 4,253,100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九

泰久睿量化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2% 3,381,499    

王小敏 境内自然人 0.36% 2,883,300    

吴少东  0.34% 2,692,800    

沙惠明  0.33% 2,613,900    

谷吴秀  0.32% 2,58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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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77,129 股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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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合计持有 4,946,329 股；公司股东谷吴秀通过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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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588,848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8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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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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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情况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国内及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中国在全球率先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和传播，实现了常态

化疫情防控与生产生活秩序的快速恢复，在此有利局面下，国内轮胎市场产销量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头部轮胎生产企业产销

量持续增长；国外疫情防控则不尽人意，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导致国际市场轮胎消费量有所下降。 

（2）报告期行业政策环境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国内轮胎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3）报告期行业上下游变化情况 

1）行业上游变化情况： 

2020年，受新冠疫情先后在国内和全球蔓延影响，轮胎企业复工复产或生产受阻，原材料价格受需求抑制在前三季度相

对处于低位。从第四季度初开始，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炭黑等原材料价格反弹，开始持续上涨。 

2）行业下游变化情况： 

得益于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国内商用车、工程机械等轮胎下游市场快速恢复，保持了较高的景气度，有效带动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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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需求增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0年受国Ⅲ汽车淘汰、治超加严以及基建投资等因素的拉动，商用车全年产销呈现大幅增

长。分车型产销情况看，货车是支撑商用车增长的主要车型，货车产销分别完成477.8万辆和468.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9%

和21.7%；客车产销分别完成45.3万辆和44.8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2%和5.6%。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快报统计，2020年挖掘机产品销量达到327,605台，比上年增长39%；汽车起重机销售量达到

54,176台，比上年增长26.1%；机动工业车辆销售量达到800,239台，比上年增长31.5%。工程机械主要产品销量创历史新高。 

（4）报告期行业发展状况及总体供求趋势 

受益于国内商用车、工程机械等产销量持续向好，轮胎配套数量大幅增长；国内替换市场前低后扬，上半年受疫情影响

巨大，下半年则节节攀高；出口市场先后受疫情、集装箱紧缺和海运费飙升等影响，下半年较上年略有下降。据中国橡胶工

业协会轮胎分会统计，2020年国内38家骨干轮胎企业（约占全国总量70%）汽车外胎产量累计较上年增长2.93%，综合外胎销

量累计较上年增长1.27%，轮胎出口交货量累计较上年下降6.37%，轮胎销售收入累计较上年下降0.2%。轮胎库存较上年下降

7.40%。 

（5）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 

面对疫情困难，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奋力拼搏，坚持年初既定的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动摇，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狠抓现场生产、市场销售和机制创新，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2020年度，公司完成轮胎产量657.96万条，较上年增长10.15%；完成轮胎销售664.57万条，较上年增长9.53%；实现营

业总收入68.09亿元，较上年增长5.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9,725.98万元，较上年增长

302.19%。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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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5,594,643.62 594,160,749.40 23.40% 5.39% 373.86%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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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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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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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1,003,026,671.64元，增加740.56%，主要原因：一是本期确认

一期房屋征收补偿收入99,141.69万元，扣除相关资产的净值和发生的搬迁费用后，实现资产处置净收益58,769.98万元；二是

2020年前三季度原材料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处于低位，公司内部产品结构调整及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成效明显，主营业务毛利

率上升，使主营业务利润增长。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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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

关于衔接的规定，于2020年1月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董事会审批 

详见44（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

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于2020年1月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将原应收账款中的质保金调整至合同资产，金额为18,038,677.70元； 

2）将预收账款调整至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上年末预收账款为154,267,980.59元，调整至合同负债136,520,336.81

元，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17,747,64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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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舸舸 

二O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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