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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杜玉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家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

伟锋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赛轮股份 

股票代码 601058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军 李吉庆 

联系地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中路

西侧（高新技术工业园）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中路

西侧（高新技术工业园） 

电话 0532-86916215 0532-86916215 
传真 0532-86916515 0532-86916515 

电子信箱 zibenguihua@sailuntyre.com zibenguihua@sailuntyre.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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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638,970.85 405,022.32 57.76 254,681.12 
营业利润 11,586.61 12,445.10 -6.90 14,166.90
利润总额 12,925.85 13,026.39 -0.77 14,65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95.21 11,325.95 -7.33 12,4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360.16 10,827.99 -13.56 12,048.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63.84 -39,043.62 46.05 38,109.66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 474,059.24 394,649.59 20.12 298,031.70
负债总额 290,155.20 283,546.65 2.33 198,25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3,904.04 111,102.94 65.53 99,776.99
总股本 37,800.00 28,000.00 35.00 28,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0 -20.00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0 -20.00 0.52 
用 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9 -28.21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2 10.74 减少 3.62 个百分点 16.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35 10.27 减少 3.92 个百分点 15.8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56 -1.39 59.71 1.36 

 
2011 年

末 

2010 年

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

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87 3.97 22.67 3.56 
资产负债率（%） 61.21 71.85 减少 10.64 个百分点 66.52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37,406.73 -53,681.38 2,341.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3,939,758.00 5,198,508.80 3,967,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10,278.57 327,1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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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9,990.25 668,118.79 418,006.57
所得税影响额 -2,041,839.53 -943,629.27 -820,574.35

合计 11,350,501.99 4,979,595.51 3,893,885.13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23,113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21,497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杜玉岱 境内自然人 8.77 33,160,262 33,160,262 无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2 22,772,559 22,772,559 无  
三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2 20,093,937 20,093,937 无  
青岛雁山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2 17,079,419 17,079,419 无  

陈金霞 境内自然人 4.52 17,074,907 17,074,907 无  
孙戈 境内自然人 3.92 14,802,163 14,802,163 无  
何东翰 境内自然人 3.44 13,000,000 13,000,000 无  
延金芬 境内自然人 3.01 11,386,280 11,386,280 无  
吴凡 境内自然人 3.01 11,386,280 11,386,280 无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11,175,06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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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11,175,060 人民币普通股  
胡家喜 2,014,899 人民币普通股  
白长岗 699,079 人民币普通股  
罗甸 651,8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文增 630,116 人民币普通股  
胡国良 543,413 人民币普通股  
宋戈 3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成 3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叶瑞均 294,700 人民币普通股  
贺春艳 254,69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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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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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2011 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世界经济艰难前行的一年。一方

面，各国针对金融危机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拉动作用开始消退，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副

作用开始显现，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

加了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自去年十月份开始，天然橡胶价格的巨幅震荡走势超出

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判断与预测，大大增加了轮胎企业的经营压力。 
    在不利的外部经营环境中，公司抓住机遇，不仅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民营轮胎企业，同时

在行业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的情况下，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8,970.85 万元，同比增长

57.76%，实现利润总额 12,925.85 万元，同比下降 0.77%。 
2011 年主要工作措施： 
（1）通过优化产品结构与销售网络布局，使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 
    国内市场:多方位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竞争力,完善销售政策体系，

紧跟市场变化，加强内部管理工作，高效服务市场。国外市场：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高高

性能产品的比重，同时还调整市场结构，加强对欧洲、澳洲和中东等市场的销售力度，一定

程度上规避了市场风险。 
（2）通过"三个层次"的循环推进，稳步提升产品质量。 
    第一个层次，以生产现场的工艺管理为切入点，重点解决生产过程中那些违背工艺规定，

违背轮胎制造原理的问题；第二个层次，以市场上反映出的质量问题为切入点，提高产品对

市场的适应性；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第三个层次以行业先进企业、先进标准为切入点，

找差距、找不足，提高我们的质量标准，赶超行业先进水平。三个层次循环往复，不断推进，

实现了公司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针对细分市场进行创新性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2011 年，根据市场情况对产品结构进行优化，针对矿山型、中长途、无内胎、小规格等

开发的新品获得成功，能够满足国内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2011年 7月份在加拿大Mosport
试验场进行的轮胎测试比赛中，赛轮一个型号轮胎与多个国际品牌同台竞技，表现优异，在

防侧滑、制动、转向、干湿地障碍绕行等综合性能方面均位居前列；11 月份在美国拉斯维

加斯举行的全球影响力 大的汽车零部件展上，针对高性能超大规格 SUV 的全天候运动型

产品 ATREZZO SVR 又摘取了"年度 佳新品"桂冠。 
（4）完善创新改善运行体系，激发全员创造力。 
    2011 年公司创新增效工作在改善范围上不断拓展，在创新层次上不断深化，在内部管理、

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公司坚持让员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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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共享创新改善成果，2011 年度创新改善累计奖励 4898 人次，有效激发了公司员工的创

造力。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轮胎 4,974,328,414.18 4,577,063,401.78 7.99 49.27 51.40 
减少 1.2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轮胎产品 4,942,496,623.52 4,548,324,091.17 7.98 50.29 51.36 
减少 0.65
个百分点

循环利用 24,112,635.16 27,816,824.06 -15.36 47.68 64.62 
减少 11.87
个百分点

技术转让 7,719,155.50 922,486.55 88.05 -71.93 -35.87 
减少 6.72
个百分点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

购合计（万元） 
          156,878.90占公司采购的比例（%）       30.70

公司前五名客户营业

收入合计（万元） 
          265,795.29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41.60

 
公司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序号 项目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同比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 

1 应收账款 461,122,011.89 217,136,984.87 112.36%
本期销售量增加以及改变信用政

策 

2 存货 998,660,777.49 817,444,756.04 22.17%半钢产能提升，产销量增加导致

3 在建工程 149,295,777.25 81,871,858.71 72.89%
报告期太阳能项目及仓库项目增

加 

4 无形资产 87,623,941.02 56,260,887.08 55.75%报告期购置土地及生产管理软件

5 长期待摊费用 109,805,663.23 90,008,208.11 22.00%
报告期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增大

了模具的采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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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付票据 98,800,000.00 357,050,000.00 -72.33%
报告期减少使用应付票据而使用

应收票据和货币资金付款结算 

7 应交税费 -108,267,625.22 -87,087,387.75 -24.32%
报告期设备采购量大、出口增加、

期末存货增加导致期末留抵增值

税进项税额的增加 

8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19,120,000.01 15,606,533.60 663.27%主要为 1.1 亿元由长期借款转入

9 长期借款 90,000,000.00 170,000,000.00 -47.06%
主要为 1.1 亿元转入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 

10 股本 378,000,000.00 280,000,000.00 35.00%
报告期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9800 万

股股票，相应导致股本增加 

11 资本公积 1,075,710,897.06 550,651,913.49 95.35%
报告期溢价发行 9801 万股股票，

相应导致资本公积金增加 

12 未分配利润 352,005,685.10 256,697,138.01 37.13%
报告期实现利润及计提盈余公积

所致 

13 股东权益 1,839,040,420.76 1,111,029,384.70 65.53%报告期发行股票及实现利润所致

序号 项 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同比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 6,389,708,517.35 4,050,223,182.21 57.76%
报告期主要产品价格及销量提

升，同时，赛瑞特物流对外销售

原材料金额大幅增长 

2 营业成本 5,953,927,613.72 3,711,908,950.91 60.40%
报告期天胶等原材料采购价格上

升 

3 管理费用 129,848,638.72 87,936,244.08 47.66%
企业发展使人工费用增长，资产

规模增加公司修理等费用增加 

4 财务费用 60,097,729.97 25,908,941.12 131.96%
报告期利息支出、票据贴现等融

资费用增长 

5 资产减值损失 11,167,548.70 2,952,663.84 278.22% 2011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长

6 投资收益  110,278.57 -100.00%报告期没有投资理财产品 

7 营业外收入 14,482,007.42 6,186,494.47 134.09%报告期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增加

8 营业外支出 1,089,665.90 373,548.26 191.71%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长 

9 所得税费用 24,306,417.07 17,004,429.73 42.94%
报告期按税法计算的当期所得税

增加 

序号 项 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同比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0,638,357.33 -390,436,216.80 46.05%

报告期延长了部分供应商的付款

周期 

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99,021,181.13 -474,701,696.96 -26.19%

报告期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支付款项增加 

3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0,982,722.24 915,759,691.75 -14.72%报告期偿还银行借款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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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和净利润差异原因：2011 年国家货币政策收紧，资金比较紧张，国内

销售回款大部分是票据，导致现金流入降低，同时为了应对汇率变化对国外业务产生的应收

账款带来的汇兑风险，加大了贸易融资支付进口材料款的力度，而使得筹资取得现金支付经

营所需现金增多，从而使得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和净利润差异较大。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净利润（元）

赛轮子午线轮

胎销售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国内贸易     1,000   279,858,731.63  23,798,105.53 944,629.75

青岛赛瑞特国

际物流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物流、货运、

仓储 
      800   474,186,787.29  46,293,032.28  7,572,368.79

青岛赛瑞特国

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子公司的子

公司 

国际货运代

理 
      500     5,142,022.86   4,996,244.86     -3,755.14

山东八一轮胎

制造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持

10%股权） 

轮胎生产及

销售 
   60,000 1,695,865,074.76 627,769,736.09  9,451,364.41

  
对 2012 年的展望 
（1）2012 年面临的挑战：  
    国外：受美、欧债务危机等因素冲击，2012 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更加趋于复杂，世界经济

有进一步下行风险，这将对我国轮胎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国内：受国家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国内基础建设投资进一步放缓，相应导致国内需求不

能有效放大。同时，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 2012 年发展预计相对平缓，不会对轮胎

工业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 
（2）2012 年面临的机遇： 
    ①天然橡胶等原料价格已逐步回落，利于提升整个轮胎行业的毛利率。 
    ②国内轮胎替换市场将迎来需求高峰。2009 年国内汽车消费井喷，按照轮胎使用规律，

2012 年这批车辆开始进入轮胎更换高峰，会刺激轮胎的消费。 
    ③2012 年 9 月美国轮胎特保将到期，预计中国轮胎出口会呈现恢复性增长。此外，欧美

消费者 2008-2009 年期间推迟更换轮胎，这部分需求从近两年开始逐步释放。 
（3）2012 年重点工作： 
    在采购方面，不仅要充分发挥统一采购和原料直供作用，进一步稳定产品质量，还要进

一步提升采购对原材料市场风险的预测和把握能力，尤其是在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的时期，

发挥供销之间的联动效应，降低库存风险，提高资金周转率。此外，采购还要逐步建立与供

应商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提高采购质量的同时降低采购价格，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在销售方面，做好营销网络布局和销售结构的调整，不断提升市场开拓能力和销售能力，

以适应公司产能的不断提升。同时，要进一步发挥赛轮品牌日益扩大的市场影响力，从成本

营销向品牌营销战略转型。  
    在生产方面，重点围绕“达标机台”管理办法实现整个生产过程的稳定可控，实现制造

水平的全面提升，并在成本、质量、效率等方面形成公司的比较竞争优势。另外，在推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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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机台”工作的同时，公司还要逐步完善成本核算体系，不断提升公司基础管理水平和能力，

为建立集团化框架下的成本运营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在研发设计方面，要从产品的模仿者向自主设计研发的引领者转变，通过预测产品发展

方向、洞悉市场需求，进行创新性的产品研发。同时，通过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应用，推出性

价比更高的特色产品，打造公司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在信息化应用方面，不断优化完善现有信息化系统的综合应用水平，致力于实现集团化

架构下各工厂的资源和信息共通共享及协同办公效应的应用及发挥，从而提高公司整体运营

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6 财务报告 

6.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6.2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6.3 与 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2011 年 11 月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设立青岛赛瑞特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份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