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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2-067 

债券代码：127063      债券简称：贵轮转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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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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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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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51-84767251 0851-84767826 

电子信箱 jiangdakun@gtc.com.cn chenyingying@gt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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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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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49,491,874.72 3,490,236,662.30 1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148,201.38 197,230,207.37 -1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8,202,783.68 189,164,030.24 -1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3,791,137.12 199,612,608.01 -20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3 -3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3 -3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3.6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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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3,562,029.84 12,875,731,596.92 2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55,451,129.07 5,916,887,663.05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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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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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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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 318,591,025 82,857,143 质押 
149,916,0

00 

云南能投资

本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44% 27,978,028    

北京丰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丰汇

佳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6% 16,761,904.00    

江苏兴达钢

帘线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13,155,120.00    

袁建良 境内自然人 0.78% 9,000,000.00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55% 6,337,939.00    

苏州市天凯

汇云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6,095,238.00    

锦绣中和

（天津）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和

资本耕耘 9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4% 5,088,846.00    

王小敏 境内自然人 0.42% 4,86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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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境内自然人 0.41% 4,66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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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356,40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3,621,428股,实际合计持有

27,978,028股。股东刘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24,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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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3,160股，实际合计持有 6,337,939股。股东李强

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661,9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661,9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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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贵州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 

贵轮转债 127063 
2022年 04月

22日 

2028年 04月

21日 
180,000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0.68% 53.8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35 13.48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我国轮胎外胎累计产量 41,784.9万条，较上年同期下降 7.6%。轮胎行业

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经营形势更加复杂困难。上游方面，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下游方面，商用车

市场持续低迷，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披露的数据，上半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8.3万辆和 170.2万辆，较上年同期分别

下降 38.5%和 41.2%。加上疫情多点爆发，物流不畅，市场需求疲弱。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不能向下游全部传导，卡客车轮

胎产能利用率不足等，盈利空间受到影响。 

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采取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灵活调整销售政策、持续进行成本攻坚等多种措施，取得了一定的

经营业绩。上半年完成轮胎产量 370.05万条，较上年同期增长 3.53%；完成轮胎销售 344.47万条，较上年同期增长 1.07%；

实现营业收入 394,949.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16%；实现净利润 16,014.8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8.80%。 

2、公司老厂区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老厂区房屋征收补偿款尚有 12.24亿元未收到（其中：二期《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全部补偿款 11.64亿元，调

出一期征收范围的补偿款 0.53亿元，大力士公司剩余补偿款 0.0651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仍在与相关部门就剩余房屋征

收补偿款事宜进行沟通，但未取得进展。本次房屋征收补偿款来源于土地一级开发实施单位，拨付资金来源于土地竞得单位，

受土地招拍挂及土地竞得单位实际付款进度的影响，实际收款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越南年产 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进展情况： 

根据产能测试，越南年产 120 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已于报告期末达到设计产能。2022 年上半年，该项目生产轮胎

30.62万条，销售 24.92万条，实现销售收入 21,143.42万元，实现净利润 1,423.87万元。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舸舸 

二 O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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