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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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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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503,19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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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双星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59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兵

李珂

办公地址

青岛市黄岛区两河路 666 号 6 楼

青岛市黄岛区两河路 666 号 6 楼

传真

0532-67710729

0532-67710729

电话

0532-67710729

0532-67710729

电子信箱

gqb@doublestar.com.cn

gqb@doublestar.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轮胎业务领域
轮胎业务在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中占主导地位，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90%以上，公司的轮胎产品主要是载重全钢
子午胎系列和乘用半钢子午胎系列。公司自成立以来，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整合全球技术资源，建立创新、开放、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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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的研发平台，不断加大轮胎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研发投入，淘汰落后产品及产能，开发卡客车专用轮胎、轿车安全轮胎等
高端、高差异化技术及产品，已形成涵盖产品研发、制造、检测等全流程的技术体系，多种技术及产品在行业内处于引领地
位，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已具备生产载重全钢子午胎、乘用半钢子午胎等各种轮胎的研发及生产能力，销售网络遍
布全国，并远销欧美、非洲、东南亚、中东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以来，公司积极开拓新零售渠道，建立由产品竞争
到产业链竞争新优势，针对汽车后市场“用户第一、产品第一、服务第一、速度第一”的特点，大胆探索“服务4.0+研发4.0+
工业4.0”物联网生态体系，未来公司也将继续加大投入，围绕拓展与深化轮胎业务，尤其是高端、高差异化轮胎业务展开。
（二）机械业务领域
机械业务集科研、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与咨询服务于一体，横跨橡塑机械装备、铸造机械装备、环保机械装备、数字
化轮胎模具四个产业。近年来，双星机械以“创世界一流机械装备企业”为目标，为用户提供最有价值的机械装备。公司与
世界一流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30多个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的新产品，100多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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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营业收入（元）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4,123,789,731.06

3,745,414,513.76

10.10%

3,997,767,66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72,371,575.80

27,510,368.94

-1,090.07%

109,281,86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2,922,118.11

-409,152,886.69

-18.03%

35,033,04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1,076,662.80

-229,026,018.01

-0.90%

-609,043,61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03

-1,200.00%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03

-1,200.00%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4%

0.76%

-8.50%

4.0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元）

9,881,147,932.18

8,965,479,610.36

10.21%

8,379,765,6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89,659,796.70

3,669,837,013.43

-7.63%

2,753,029,391.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2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113,554,121.57

1,045,500,023.93

976,836,237.70

987,899,34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22,438.17

15,524,400.95

-685,448.97

-301,332,96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80,719.24

-5,069,470.40

31,596,101.15

-471,868,02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73,752.48

-137,624,249.55

12,428,408.35

-71,307,0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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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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报告期末普通股

63,364

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年度报告披露日
报告期末表决
59,050

股股东总数

权恢复的优先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股股东总数

0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双星集团有限责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5.96%

215,054,976

49,034,914

5.57%

46,164,797

0

4.77%

39,494,470

0

3.49%

28,944,104

0

3.04%

25,214,691

0

1.91%

15,797,788

0

1.53%

12,638,231

0

1.46%

12,116,677

0

0.42%

3,451,400

0

任公司
招商财富－招商
银行－国信金控

基金、理

1 号专项资产管

财产品等

理计划
天津源和商务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青岛国信资本投

境内一般
法人

国有法人

资有限公司
杭州江化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
济南国惠兴鲁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戴文

境内一般
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一般
法人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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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

境内一般

份有限公司

法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质押

数量
46,5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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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萌

境内自然

0.29%

2,424,452

0

人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国信金控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和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戴文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1,636,377 股，

说明（如有）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48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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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截至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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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的“战略落实年”，在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竞争
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公司迎难而上，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如下探索：
一、市场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新零售、新业态、新模式”三新战略落地，积极拓展线上下单、线下服务“新零售”，创造轮胎新
零售第一品牌；跨界融合，创造“胎轮合一”“新业态”；大力推广“胎联网”，创造由“卖轮胎”到“卖公里数”全新业务
模式。建立由产品竞争到产业链竞争新优势，针对汽车后市场“用户第一、产品第一、服务第一、速度第一”的特点，大胆
探索“服务4.0+研发4.0+工业4.0”物联网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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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京东、天猫、苏宁等开展战略合作，强强联合，搭建新零售全产业链4.0生态平台，由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到创造
需求，实现全产业链的跨界新零售；
2.与正兴车轮共同打造“前店后场”与“轮胎合一”新业态，为汽车“量脚定鞋”；
3.领投“我爱轮胎网”A+轮融资，并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推进“卖公里数”新模式，搭建具有“轮胎数字化”、“轮胎资产
化”、“轮胎服务化”和5G特征为中心的“胎联网”生态体系，实现轮胎全生命周期在线管理；
4.与日日顺合作共同打通“入货场车”的线上线下流程，推动产品直供、“新零售”模式落地，搭建“服务店＋移动服
务车”的全流程服务体系，打造卡车后市场第一品牌；
5.与玉柴物流共同开发玉柴专属定制轮胎，挖掘原配车厂资源，建立直面用户的新零售渠道和服务模式，共同打造港口
和公交专用轮胎第一品牌；
6.以“以旧换新”切入为卡客车司机提供轮胎替换一站式服务，打造轮胎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一品牌。
二、制造方面：
1.“制造洲际化”迈出坚实步伐，“一带一路”海外建厂全面布局。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研究国内外经济、贸易及相关
政策，探索海外投资建厂的可行性，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公司境外生产和海外销售业务，提升公司在海外的品
牌影响力，由子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合作方《合资协议》，拟共同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合资公司，建设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
500万套半钢子午胎的工厂，标志着双星“营销当地化、制造洲际化、研发全球化”战略迈出可喜一步。
2.子公司东风轮胎“工业4.0”智能化工厂于四季度试生产，该工厂为公司中高端卡客车轮胎和军车专用轮胎、中高端
轿车轮胎和新能源汽车专用轮胎生产基地，以打造成为湖北省轮胎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助力中国轮胎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为目
标，该工厂的建立对改变华中地区轮胎产业格局，促进十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3.收购恒宇科技，开启国内轮胎行业整合之路公司抓住轮胎行业整合的机会，加速轮胎行业的新旧动能转换，报告期内
通过决议由子公司广饶吉星轮胎有限公司以人民币8.99亿元（不含税费）投资于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科
技”）重整，本次投资，是双星借助行业整合机遇，成功对恒宇科技优质产能进行的整合。也是公司落实轮胎行业新旧动能
转换的重要一步，在收购恒宇科技后，复制双星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恒宇科技的区域优势，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新增设备和升级改造，将恒宇科技打造成引领广饶县轮胎工厂走向高端智能化的典范，满足高端化、专业化的市场需求，大
幅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研发方面：
领先行业的TBR（商用车胎）和PCR（乘用车胎）轮胎研发全面开花。下半年，双星专家团队研发的欧洲高性能DHO8花纹
HP轮胎，成功通过德国TUV认证，该产品在欧洲高端市场可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极大提高了双星品牌在全球市场的产
品竞争力和品牌美誉度。近年来，双星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培养工业设计人才，开发满足用户需要的个性化产品。
面对内外部压力，公司报告期内积极拓宽包括新零售渠道在内的产品销售网络，充分发挥锦湖轮胎和双星轮胎的协同优
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412,378.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27,237.16万元，
主要原因为：
（1）公司对对新旧动能转换资产特别是老的产成品库存进行了一次性减值和折价处理；
（2）加大研发投入，开
发全球领先的新产品；
（3）未及时变现相关搬迁政策及其他奖励等。随着公司2020年工厂全面升级改造完毕，预计未来产能
将逐步释放，盈利将得到改善。
2020年，公司将继续坚持“第一、开放、创新”的总方针，在品牌、运营、渠道和产品策略上升级优化，围绕“积极响
应客户需求创新营销”、
“全方位服务新零售构建一流体系，确保销售运营的连续性”、
“不断完善商业模式，线上线下同步联
动”等方面打造中国一流的技术型营销队伍，创双星轮胎第一品牌的目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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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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名称
轮胎

3,812,280,042.74

营业利润

-282,943,807.60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期增减

期增减

8.28%

8.39%

-677.2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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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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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积极拓宽包括新零售渠道在内的产品销售网络，充分发挥锦湖轮胎和双星轮胎的协同优势，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总收入412,378.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27,237.16万元，主要原因为：（1）
公司对对新旧动能转换资产特别是老的产成品库存进行了一次性减值和折价处理；
（2）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全球领先的新产
品；
（3）未及时变现相关搬迁政策及其他奖励等。随着公司2020年工厂全面升级改造完毕，预计未来产能将逐步释放，盈利
将得到改善。
2020年，公司将继续坚持“第一、开放、创新”的总方针，在品牌、运营、渠道和产品策略上升级优化，围绕“积极响
应客户需求创新营销”、
“全方位服务新零售构建一流体系，确保销售运营的连续性”、
“不断完善商业模式，线上线下同步联
动”等方面打造中国一流的技术型营销队伍，创双星轮胎第一品牌的目标。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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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第五条“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第三十三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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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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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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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因新设/减少子公司而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新设公司为山东劲驰通轮胎有限公司、青岛星联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减少的子公司为：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青岛双星数控锻压机械有限公司、双星中原轮胎有限公司、
梁山星猴快修商用车服务有限公司、梁山星猴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星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青岛星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星猴轮胎销售有限公司、江西省星猴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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