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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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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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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杜玉岱 出差 延万华 

董事 周天明 出差 宋军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2,701,460,7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公司 2017 年度不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赛轮金宇 601058 赛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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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胶谷B栋 青岛市郑州路43号橡胶谷B栋 

电话 0532-68862851 0532-68862851 

电子信箱 ziben@sailunjinyu.com ziben@sailunjinyu.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轮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子午线轮胎制造技术的开发和销售业务，

2009 年以来开始从事循环利用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2014 年以来开始从事轮胎贸易

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的轮胎产品分为半钢子午线轮胎、全钢子午线轮胎和非公路轮胎，广泛应用于轿车、轻

型载重汽车、大型客车、货车、特种车辆等领域；技术转让主要为致力于子午线轮胎事业的企业

提供全套生产技术及相应的工程管理、人员培训等技术服务；循环利用产品主要包括翻新轮胎、

胎面胶、胶粉、钢丝等，分别应用于轮胎替换、旧轮胎翻新、再生胶的制造、优质钢材生产等领

域。 

2、经营模式： 

（1）轮胎产品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每年年初，公司采购中心根据年度订货计划及预测的市场状况编制全年采购计划，

与相关供应商签订年度采购框架协议。每月末，采购中心会根据安全库存量及实际库存量编制次

月的采购计划。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天然胶、复合胶、钢丝帘线、炭黑等。其中，天然胶

的交易价格一般以上海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商品交易所等公布的价格为参考，与供应商进行协商

确定。其他原材料由公司和供应商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近年来，公司逐渐建立了完善的供应

商评审体系，并与富有竞争力的供应商之间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保证了公司原材料供应

的稳定。 

生产模式：公司结合自身产品工艺特点、产品结构与生产规模，采取“以销定产，产销平衡”

的生产模式。公司对年度目标进行分解，针对市场需求设定生产计划。公司在工艺、设备、工装

标准化等方面不断完善，形成了批量化、多品种同时生产的灵活生产体系，同时借助信息化系统

对生产过程中设备开动、工艺执行、生产进度进行实时监控，提升了生产效率。根据不同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周期确定合理库存量，缓解产销矛盾。 

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商销售模式，即公司产品通过经销商及其分销商销售给最终用

户。销售区域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在国内市场，公司分配套市场和替换市场进行销售。配

套市场，公司已经成为一汽解放、众泰、吉利等国内汽车厂家的供应商。替换市场，公司对一级

经销商分别划定销售区域，统一制定产品的出厂价格。货款结算以现款现货的方式为主，对部分

经销商采取先期授信、货到后一定期限付款的方式。在国外市场，公司根据市场区域采取经销商

代理分销的模式。目前已经与多家国际大型经销商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利用其批发及零售网络，

建立了公司多层次的分销体系，市场网络布局已经涵盖北美、欧洲、东南亚和非洲等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2）技术转让经营模式 

单纯的技术支持：确认合作关系后仅予以纯技术支持，提供相关规格型号产品的技术文件以



及技术服务、产品调试。 

全套的技术服务：包括厂房设计、设备招标、技术文件、工程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直

至实现产品试制及测试达标的全过程，即“交钥匙工程”。 

（3）循环利用经营模式 

公司循环利用项目主要包括轮胎翻新材料以及翻新轮胎的生产和销售。 

轮胎翻新材料包括胎面胶等产品，原材料包括胶料和废旧轮胎。胶料由公司采购部门根据订

单量同轮胎产品的原材料同时采购。对于不符合翻新标准的废旧胎的钢丝与胶料分离，胶料制成

胶粉，作为轮胎生产的原材料或直接对外销售。 

翻新胎的原材料包括上述翻新材料和废旧轮胎。废旧轮胎由公司采购部门集中采购。符合翻

新标准的旧轮胎经过翻新处理和检测合格后，销售给终端客户。 

（4）轮胎贸易经营模式 

公司轮胎贸易业务主要由国马集团公司等子公司负责运营，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自主选择

经营的轮胎品牌，除经营赛轮金宇自有品牌外，同时经营米其林、普利司通等一线品牌以及部分

国内其他品牌。 

3、行业情况 

目前世界轮胎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全球轮胎行业市场化程度很高，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轮胎生产和消费市场之一，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影响下，轮胎产业

的发展步入结构调整期。 

2017 年国内轮胎行业生产在上年止跌回稳的基础上保持了增长态势，尽管如此，整个行业仍

面临较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需要轮胎企业创新求变，谋求新一轮竞争发展的新优势，把挑战和

危机转化为重要的发展机遇。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的分析，目前国内轮胎行业面临三大困难： 

（1）橡胶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轮胎行业增产增收不增利。从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天然胶价格累计同比上涨 55.2%，丁苯橡胶累计同比上涨 57.9%，而轮胎价格涨幅远低于

原材料价格涨幅。与此同时，安全环保督查风暴席卷全国，导致炭黑、橡胶助剂等原材料货紧价

扬，轮胎企业面临空前的环保压力，经营成本增加、盈利下降。 

（2）轮胎出口频繁遭遇国外“双反”。从轿车胎“特保”开始到近年来的工程胎、乘用胎、

卡客车胎“双反”，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对我国轮胎多次实施贸易壁垒，致使中国轮胎出

口波动较大。 



（3）天然胶高关税、复合胶标准改变、混合胶标准制定等政策和标准的变化，都将对轮胎行

业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面临新的形势，需要企业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开拓创新，努

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制造技术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努力使产品更加安全、节能、

环保，推动生产方式向绿色制造和“大规模定制化”转型；努力促进商业模式向基于“大数据、

平台、互联”的方向转型，使互联网技术渗入全产业链，满足市场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从创立伊始就确立了技术和信息化应用双领先、规模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是行业内

首家采用信息化技术控制生产全过程的企业，也是行业内具有产学研特色的高新技术企业。与其

他传统轮胎制造企业相比，公司还具备产业链、技术研发和营销网络等优势。 

公司是国内首家 A 股上市的民营轮胎企业，较早利用资本运作的手段助力企业发展壮大，目

前公司资产、收入、产销规模在国内同行业公司中位居前列。公司是国内同行中率先在海外建立

轮胎生产工厂的企业，海外生产基地的建立有效规避了日益频繁的国际贸易壁垒带来的不利影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5,054,966,498.

98 

12,907,745,951

.01 

16.64 12,997,594,988

.52 

营业收入 13,806,899,697.

98 

11,133,009,151

.63 

24.02 9,769,448,673.

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9,885,530.16 362,247,619.50 -8.93 193,198,20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9,322,472.12 360,849,573.94 -11.51 172,531,05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967,093,249.1

7 

4,532,299,841.

01 

31.66 4,245,570,794.

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50,056,832.9

2 

1,180,519,769.

66 

-2.58 1,239,347,004.

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01 8.31 减少1.3个

百分点 

4.4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152,400,781.

57 

3,373,590,941.

89 

3,735,942,973.

95 

3,544,965,000.

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718,408.55 69,936,061.39 162,068,098.72 148,599,77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2,715,273.57 67,714,411.21 156,543,922.88 147,779,41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1,939,338.3

5 
95,116,810.72 557,655,865.91 969,223,494.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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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9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3,6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383,920,

401 

14.2

1 

188,087

,774 

质押 140,684

,77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杜玉岱 109,717,

868 

257,678,

538 

9.54 109,717

,868 

质押 239,717

,800 

境内自然

人 

延万华 55,863,6

29 

103,464,

013 

3.83 47,021,

943 

质押 94,621,

900 

境内自然

人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77,418,0

00 

2.87 0 质押 77,00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62,695,9

24 

2.32 62,695,

92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

司 

0 55,000,0

00 

2.04 0 无  国有法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4,123,

128 

53,035,2

11 

1.96 0 无  国有法人 

袁仲雪  47,018,7

78 

1.74 0 质押 43,897,

860 

境内自然

人 



延颖  43,111,0

21 

1.60 0 质押 17,690,

700 

境内自然

人 

延金芬 -10,969,

900 

39,539,7

32 

1.46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杜玉岱担任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普通合伙人，与其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延万华与杜玉岱签

订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将其所持有股份委托给杜玉

岱管理，委托期限自 2017年 8月 1日起至 2018年 7月 31

日。延金芬与延颖是父子，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赛轮金宇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15 赛

轮债 

136016 2015 年

11 月 2

日 

2018 年

11 月 2

日 

0 5.10 本期债券按年付

息、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发行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2日、2017 年 11 月 2 日完成了自 2015 年 11月 2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 日、2016 年

11月 2日至 2017年 11月 1日期间的利息兑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

轮金宇 2015 年公司债券 2016 年付息公告》（临 2016-080 号）、《赛轮金宇 2015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付息公告》（临 2017-059号）。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出具了《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及“15 赛轮债”2017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报告编号：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17]024 号），维持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维持公司评级展望为“稳定”。《赛轮金

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15 赛轮债”2017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 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 2 个月内公

布，披露地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0.33 64.74 -4.4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5 0.16 -6.33 

利息保障倍数 2.37 2.93 -19.1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达 150.5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6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6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66%；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07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24.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9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新准则进行调整。

根据修订后的准则：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

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

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

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该通知新修订了财务报表格式，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持有

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和“其他收益”项目；对净利润

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新增“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2、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 

2017年合并报表

影响金额（元） 

2016 年合并报

表影响金额（元） 



（1）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公司日常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

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不调整可比期间的比

较数据。 

营业外收入 -43,531,226.19  

其他收益 43,531,226.19  

（2）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调整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 

营业外收入 -2,187,971.38 -1,794,947.17 

营业外支出 -38,987,021.41 -15,911,115.11 

资产处置收

益 

-36,799,050.03 -14,116,167.94 

（3）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调整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据。 

持续经营净

利润 

351,058,513.92 428,706,189.99 

终止经营净

利润 

-34,836,289.37 -57,487,609.83 

上述调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当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构

成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赛轮金宇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销售”） 

2 赛轮国际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国际”） 

3 青岛赛轮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仓储”） 

4 赛轮（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越南”） 

5 赛亚轮胎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亚检测”） 

6 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瑞特物流”） 

7 赛瑞特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赛瑞特香港”） 

8 泰华罗勇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华罗勇”） 



序号 子公司名称 

9 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实业”） 

10 山东赛轮金宇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销售”） 

11 赛轮金宇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香港”） 

12 青岛博路凯龙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路凯龙”） 

13 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和平”） 

14 和平国际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国际”） 

15 福锐特橡胶国际公司（以下简称“福锐特橡胶”） 

16 国马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马集团”） 

17 赛轮金宇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香港”） 

18 赛轮金宇国际坦桑尼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坦桑尼亚”） 

19 赛轮金宇国际肯尼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肯尼亚”） 

本公司 2017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9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一户，减少 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