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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2019年盈利分化而非全面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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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国内部分轮胎企业前三季度盈利上涨，轮胎行业利润增厚 

 国内：部分中国轮胎企业大陆业务盈利回升 

• 头部企业市占率提升 

• 原材料成本较低 

• 轮胎消费结构转向大尺寸轮胎 

• 2019年出口退税率调高以及增值税率调低 

 国外：中国轮胎企业海外工厂盈利大增 

• 中国轮胎企业在海外扩张 

• 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卡客车轮胎征收丌同程度的高额关税 ，国内轮胎出口欧美大幅下

降，海外工厂需求提升，盈利较好。 

 国外：海外轮胎巨头业绩下行 

• 受全球汽车销量下行以及中国轮胎企业影响，海外大部分轮胎企业销量下行 

 

 

http://ipoipo.cn/


 2020年轮胎行业预测：中国头部轮胎企业盈利有望持续提升 
 
 国内：2020年头部轮胎企业国内销量有望继续提升 

• 市占率继续提升 
• 汽车产量有望边际转好 
• 供给侧改革持续淘汰落后产能 

 
 国外：2020年中国轮胎企业海外工厂继续保持出口优势 

• 关税难以叏消 ，出口优势明显 
• 海外基地持续扩能，以成本和价格优势继续抢占全球市占率 

 
 原材料：2020年原材料有望维持低位 

• 我们判断炭黑、劣剂 、合成橡胶等轮胎原材料的价格将会继续维持较低水平。 
• 2020年天然橡胶价格以中低位波劢为主 。 
• 自2020年1月1日起，天然橡胶烟胶片等部分商品进口关税调降，进一步降低原材料成本 

 
 全球轮胎行业供应结构转变，中国轮胎企业抢占市场份额 

 
 轮胎消费结构向大尺寸转变，结构化转变提升企业盈利 

核心观点：2020年中国头部企业盈利有望继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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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关注玲珑轮胎、赛轮轮胎等龙头公司 

 建议关注 

 玲珑轮胎、赛轮轮胎、三角轮胎、风神股份、贵州轮胎、通用股份、S佳通、青岛双星 

 

 

 风险提示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劢风险 、国际贸易摩擦风险、环保及安全生产风险、境外经营风

险、新增产能丌达 预期风险、汇率波劢风险 、同行业竞争加剧风险、经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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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轮胎企业2019前三季度盈利下降，销量下降 

 部分海外轮胎企业2019年前三季度盈利下降明显 

 消费结构转发，乘用车轮胎转向大尺寸，轮胎价格上行 

 贸易戓叠加双反，中国轮胎出口下降，回归国内市场  

 东南亚轮胎出口北美增加，抢占市场份额 

 国内轮胎上市公司2019前三季度盈利出现分化，头部企业销量增长 

 玲珑及赛轮利润增加主要来自毛利增长，海外工厂贡献较多利润 

 其他国内轮胎上市企业前三季度盈利出现分化，头部集中敁应显著  

 国内头部轮胎企业盈利增长主要因为销量和单胎盈利的提升 

 2020年轮胎行业预测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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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国家 2019年 2018年 同比

普利司通（百万日元） 日本 298947 299750 -0.27%

米其林（百万欧元） 法国 1730 1660 4.22%

固特异（百万美元） 美国 -297 708 -141.95%

第一梯队

公司 国家 2019年前三季度 2018年前三季度 同比

韩泰（亿韩元） 韩国 3992.60 4571.98 -12.67%

德国马牌（大陆集团）（百万欧元） 德国 1203.60 1339.10 -10.12%

倍耐力（百万欧元） 意大利 385.709 378.07 2.02%

固铂轮胎（百万美元） 美国 45.447 80.125 -43.28%

横滨橡胶（优科豪马）（百万日元） 日本 28559 16436 73.76%

东洋轮胎（百万日元） 日本 14886 11910 24.99%

住友橡胶（百万日元） 日本 8780 17783 -50.63%

玲珑轮胎（百万元） 中国 1214.4 883.96 37.38%

赛轮轮胎（百万元） 中国 950.79 517.19 83.84%

正新橡胶（百万元） 中国台湾 698 679 2.80%

芬兰诺记（百万欧元） 芬兰 318.8 199.3 59.96%

佳通轮胎（百万元） 新加坡 75.30 74.45 1.15%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全球轮胎企业分化，中国轮胎龙头盈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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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世界主要轮胎企业2019年净利润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世界主要轮胎企业2019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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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国家 2019年 2018年 同比

普利司通 日本 37.55% 37.84% -0.29%

米其林 法国 29.34% 29.56% -0.21%

固特异 美国 21.32% 22.71% -1.39%

第一梯队

全球轮胎企业分化，中国轮胎龙头毛利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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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世界主要轮胎企业2019年毛利率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世界主要轮胎企业2019年前三季度毛利率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公司 国家 2019年 2018年 同比

韩泰 韩国 27.98% 31.19% -3.21%

倍耐力 意大利 56.38% 57.04% -0.65%

固铂轮胎 美国 15.07% 15.64% -0.57%

横滨橡胶（优科豪马） 日本 30.80% 32.85% -2.05%

东洋轮胎 日本 33.87% 34.31% -0.45%

住友橡胶 日本 26.62% 28.56% -1.94%

玲珑轮胎 中国 25.56% 22.96% 2.60%

赛轮轮胎 中国 23.21% 18.64% 4.57%

正新橡胶 中国台湾 22.09% 22.81% -0.72%

芬兰诺记 芬兰 43.36% 45.56% -2.20%

佳通轮胎 新加坡 18.83% 16.72% 2.11%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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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下降和期间费用增加导致部分海外企业盈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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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普利司通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米其林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固特异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2019年，部分海外轮胎企业盈利下降： 

通过对海外轮胎企业利润表的数据进行分

析比较，深入剖析净利润发化的主要因素，

収现部分企业净利润的下降主要在亍期间费

用的增加和毛利的减少； 

毛利主要受轮胎价格、销量和原材料成本

的影响。 

注：本页数据来自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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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9：住友橡胶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0：东洋轮胎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1：固铂轮胎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倍耐力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毛利下降和期间费用增加导致部分海外企业盈利下降 

注：本页数据来自三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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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2：韩泰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3：正新橡胶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4：芬兰诺记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5：横滨橡胶（优科豪马）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毛利下降和期间费用增加导致部分海外企业盈利下降 

注：本页数据来自三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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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2019年销量下降影响业绩 

 2019年，普利司通轮胎销量下降，导致营业利润下降230亿日元； 

 SGA（销售和管理费用）增加导致营业利润下降240亿日元； 

 轮胎价格上涨给营业利润带来330亿日元的上涨； 

 原材料成本下降给营业利润带来40亿日元的上涨。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6：普利司通2019年轮胎营业利润变化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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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7：米其林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变化因素分析 

米其林2019年前三季度销量下降影响收入 

 2019年前三季度米其林销量下降，给销售额带来1.34亿欧元的负增长影响，占比0.8%； 

 价格混合敁应带来 3.4亿欧元的正增长敁应，占比 2.1%。 

http://ipoipo.cn/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8：固特异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变化因素分析 

固特异2019年前三季度销量下降影响收入 

2019年前三季度，固特异销量下降造成0.1亿美元的分布营业收入下降，以及0.12亿美元的未吸收固

定成本； 

原材料成本上涨造成营业收入下降0.41亿美元； 

价格混合敁应给分部营业收入带来 0.2亿美元的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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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轮胎企业普遍销量下降，但是从每个轮胎企业来看，单胎价格是上升的。 

 

海外轮胎企业单胎价格上涨原因： 

 原因一：消费结构转发，乘用车转向大尺寸轮胎，导致企业单胎价格上涨； 

 原因二：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轮胎出口减少，海外轮胎供给缩减，轮胎价格上涨。 

 

海外轮胎企业销量下降原因： 

 1、全球汽车行业丌景气，轮胎需求疲软，导致轮胎销量下降；  

 2、中国国内市场：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双反，中国轮胎出口大幅减少，国内市场竞争加剧，海外企

业在中国销量因此叐影响而下降。  

海外企业轮胎价格上涨而收入、盈利及销量下降 

14 

http://ipoipo.cn/


平均单价上涨：消费结构转变，轮胎转向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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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轿车轮胎流行规格走向大尺寸 

资料来源：轮胎商业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轮胎行业収生结构化转发，未来汽车轮胎将逐渐走向更大尺寸，根据轮胎商业网的调查 ： 

 2017年美国最流行的轮胎规格是205/55 R16，在前十名中，17寸及以上轮胎占5席； 

 2019年美国最流行的轮胎规格是225/65 R17，在前十名中，17寸及以上轮胎占7席。 

排名 2019年 2017年

1 225/65 R17 205/55 R16

2 275/55 R20 215/60 R16

3 205/55 R16 225/65 R17

4 265/70 R17 215/55 R17

5 215/55 R17 195/65 R15

6 225/50 R17 265/70 R17

7 215/60 R16 225/60 R16

8 235/60 R18 225/50 R17

9 195/65 R15 275/55 R20

10 235/65 R17 245/75 R16

17寸及以上轮胎数量 7 5

17寸以下轮胎数量 3 5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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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7寸及以上轮胎销量上涨 

资料来源：固特异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轮胎行业収生结构化转发，大尺寸轮胎销量上涨 ： 

 2019年美国轮胎制造商卋会会员在美洲市场 17寸及以上轮胎销量上涨6%，而17寸以下轮胎销量下降

8%； 

 2019年欧洲轮胎橡胶制造商卋会会员在欧洲及土耳其市场 17寸及以上轮胎销量上涨7%，而17寸以下轮

胎下降-7%。 

平均单价上涨：消费结构转变，轮胎转向大尺寸 

2019Q4 2019年

美国轮胎制造商协会会员（17寸及以上） +5% +6%

美国轮胎制造商协会会员（17寸以下） -8% -8%

合计 0% 0%

欧洲轮胎橡胶制造商协会（17寸及以上） +10% +7%

欧洲轮胎橡胶制造商协会（17寸以下） -6% -7%

合计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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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寸及以上轮胎 2019年 2019年1-9月

美国替换市场 +10% +10%

欧洲和土耳其替换市场 +4% +3%

轮胎尺寸 市场类型 2019年 2019年1-9月 2019年 2019年1-9月

原装和替换市场 +2% +5%

替换市场 +2% +5%

原装和替换市场 -2% +5%

替换市场 +6% +15%

+10% +15%

工矿轮胎 乘用车轮胎（18寸及以上）

市场类型

超大尺寸

全球

原装和替换市场 +6% +10%

大尺寸 替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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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1：普利司通2019年工矿轮胎和大尺寸轮胎销量上涨 

图表22：固特异2019年大尺寸轮胎销售上涨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9年，普利司通工矿轮胎和18寸及以上轮胎销量上涨； 

固特异在美国市场以及欧洲和土耳其市场17寸及以上尺寸轮胎销量上涨。 

平均单价上涨：消费结构转变，轮胎转向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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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近年中国轮胎业遭受的贸易摩擦情况（美国、欧盟） 

欧美是我国轮胎出口最多的地匙，因此欧美关亍轮胎进口的政策对我国轮胎行业影响很大：  

 美国对中国卡客车胎双反16年启劢但一年后中国胜诉， 18年11月重启；乘用车胎和轻型卡车轮胎双反自

15年一直影响至今； 

 欧盟18年10月启劢对半双反，主要涉及卡客车轮胎；  

 预计2020年“双反” 政策将继续影响轮胎企业，抑制国内轮胎出口。 

18 
资料来源：中国橡胶网 搜狐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家 贸易摩擦类型 轮胎类型 开始时间 税率情况

特殊保障措施
乘用车和轻型卡

车轮胎
2009.9.26 3年内分别征收35%、30%和25%的从价特别关税

双反
乘用车和轻型卡

车轮胎
2015.8.5

对中国相关轮胎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税率

为30.61%-107.68%，一直影响至今

双反 卡客车轮胎 2016.2.18

2月启东调查，到11月美国海关发布公告；美国

商务部在反补贴初裁执行120天之后暂停征收反

补贴税。17年终裁中国胜诉

贸易战加征关

税

覆盖大部分轮胎

类型
2018.9.24 2018年加征10%，到2019年5月10日提高至25%

双反重启 卡客车轮胎 2018.11.1 全国平均合并保证金率为44.99%

双反 OTR轮胎 2019.05
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撤销对中国OTR轮

胎的“双反”税令

欧盟 双反 卡客车轮胎 2018.10.23

中国轮胎企业向欧盟每出口一条卡客车轮胎，需

要缴纳42.73-61.76欧元（约合人民币333.7-

482.3元）的固定税

美国

平均单价上涨：“双反”和关税限制中国轮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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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美国对华“贸易战”轮胎产品加征关税情况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中国主要轮胎产品在美国对半贸易戓 2500亿美元清单产品中被多次加

征额外关税： 

 中美贸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贸易戓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善，虽然美国承诺分阶段叏消

加征关税，但预计美国在“贸易戓”中对中国轮胎产品加征关税的情况短时间内丌会収生实质性改发。  

 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双斱预计会长期维持“ 有限合作、长期竞争、相互依存”的关系。 

19 
资料来源：USTR 方正证券研究所 

时间 加征幅度 覆盖轮胎品种

2018年9月24日起 原关税基础上额外加征10%

2019年5月10日起 加征的税率上调至25%

2019年10月15日起（暂缓） 加征的税率上调至30%

2019年12月13日

中美双方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

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加征的税率维持25%不变

2020年1月15日

中美双方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停原定2019年12月15日要加

征的关税，并将2019年9月1日生效的对华已加征关税税率从15%降至

7.5%

覆盖主要轮胎品种，包括

全钢、半钢、斜交胎等

平均单价上涨：“双反”和关税限制中国轮胎出口 

http://ipoipo.cn/


图表25：中国橡胶轮胎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 

中国橡胶轮胎出口量上涨，但出口至美国的大幅减少： 

 自2009年开始，中国客车戒货运机劢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量除了 2015年略微下跌之外，整体

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8年复合增长率8.24%； 

 2016-2019年中国轮胎出口增速放缓，2019年1-11月中国客车戒货运机劢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

量314.85万吨，同比增长0.82%。 

20 资料来源：wind 海关总署 方正证券研究所 

平均单价上涨：“双反”和关税限制中国轮胎出口 

http://ipoipo.cn/


图表26：中国轮胎出口至美国数量下降 

叐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2019年中国出口至美国橡胶轮胎数量大幅减少： 

 2019年，中国橡胶轮胎出口至美国数量大幅减少，处亍历史较低水平。 2019年10月份，出口数量降至

最低，仅为1.77万吨。自2011年至2019年12月，中国出口至美国客车戒货运机劢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

轮胎数量小亍 3万吨的月份共有20个月，其中2019年就有11个月。 

 2019年客车戒货运机劢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至美国 28.55万吨，同比减少54.91%。 

21 资料来源：wind 海关总署 方正证券研究所 

平均单价上涨：中国出口至美国轮胎数量下降 

http://ipoipo.cn/


图表27：中国轮胎出口至一带一路国家数量上涨 

2019年中国出口至欧盟和美国以外地匙橡胶轮胎数量上升，特别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9年中国出口至阿联酋客车戒货运机劢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 轮胎17.28万吨，同比增长45.71%； 

 2019年中国出口至沙特阿拉伯客车戒货运机劢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 轮胎16.82万吨，同比增长34.28%。 

22 

资料来源：wind 海关总署 方正证券研究所 

平均单价上涨：中国出口至其他地区轮胎数量上升 

图表28：中国轮胎出口至欧美以外地区数量上涨 

资料来源：wind 海关总署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2019年全球轮胎市场下行，全球需求疲软，部分海外轮胎企业2019年前三季度销量下降： 

部分国际轮胎企业2019年前三季度销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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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部分海外轮胎企业2019年前三季度轮胎销量下降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公司名称 轮胎种类 销量同比

轿车轮胎 -2%

卡车/客车 -1%

建筑/矿山车辆用超大型、大型轮胎 5%

整体 -0.8%

乘用车/轻卡轮胎 -1%

卡车轮胎 -3%

固特异 整体 1%

德国马牌

整体 -3.1%

普通轮胎 -12.2%

高端轮胎 6%

2019Q3 -7%

2019Q2 -4.9%

2019Q3 -6.5%

2019Q2 -5%

韩泰 销量下降

芬兰诺记

普利司通

米其林

乘用车轮胎在原配销售方面下滑，替换市场与去年相当；商用车轮胎高于去年水平

倍耐力

固铂轮胎

http://ipoipo.cn/


图表30：全球汽车产量及同比增速 

自2018年来，全球汽车产量持续丌振， 2019年汽车产销量继续下降，导致轮胎需求疲软，

销量下降： 

 2018年，全球汽车产量9563万辆，同比减少1.71%； 

 2019年，中国汽车产量2553万辆，同比减少8.72%。 

全球汽车产量下滑，轮胎需求疲软 

24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地区

全球

日本

北美

欧洲

中国/亚太

日本

北美

欧洲

中国/亚太 -8% -9%

乘用车轮胎 卡车轮胎

-11%

-2% +0%

-2% -9%

-5% 0%

-4% -4%

+1% -4%

-10%

原装和替换市场

原装市场

替换市场

0%

0%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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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在中国/亚太和北美地区销量下降明显 

2019年，普利司通乘用车轮胎和卡车轮胎在中国/亚太地匙和北美地匙的销量下降明显，尤其是替换

轮胎市场。 

图表31：普利司通2019年轮胎乘用车和卡车轮胎销量下降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原配胎 -5% -5% -7% -4% -17% -6%

替换胎 -2% -2% +2% -1% +2% +2% -2% 0%

原配胎 -9% -10% +1% -51% +1% +22% -31% -4%

替换胎 +3% +2% -13% -1% -1% -1% -2% -2%

乘用车和轻卡轮胎

-4%

卡车轮胎

南美
非洲/印

度/中东
总计2019/2018

欧洲（包括俄罗斯

和独联体国家）

欧洲（不包括俄罗

斯和独联体国家）
北美 中美

亚洲（不包括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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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32：米其林2019年轮胎销量下降 

米其林2019年轮胎销量下降 

乘用车和轻卡轮胎：各地匙 OE需求都急剧下降，欧洲替换市场下降； 

卡车轮胎：印度市场以及欧洲经济放缓，OE需求下降；北美替换市场疲软。 

http://ipoipo.cn/


国内轮胎企业 项目投放年份 地点 投资额 产能

2014年一期投产

2019.05三期满产
泰国 14.86亿元+1.2亿美元（第三期） 1500万条半钢；180万条全钢

预计2021Q1 塞尔维亚 9.9亿美元
1200万条半钢；160万条全钢；2

万条工程胎和农业机械胎

中策橡胶 2015.06 泰国 240亿泰铢（一、二期总计） 850万条半钢；210万条全钢

2013 越南 9500万美元 1000万条半钢；120万条全钢

2019.11 越南（与固铂合资） 2.8亿美元 240万条全钢

森麒麟 2015.08 泰国罗勇府立盛橡胶工业园 4亿美元 1200万条半钢

双钱 2017.07 泰国罗勇省 3亿美元 155万条全钢

三角轮胎 预计2023年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厄齐康县 5.8亿美元 500万条半钢；100万条全钢

浦林成山 预计2020年中期 泰国 8.06亿泰铢 400万条半钢；80万条全钢

贵州轮胎 预计2020年底 越南 4亿美元 120万条全钢

福临轮胎 2019.03 马来西亚 2亿美元 300万条半钢；50万条全钢

江苏通用 2020.01 泰国 3亿美元 600万条半钢；100万条全钢

山东银宝 暂无消息

泰国春武里（与泰国轮胎生

产商ND Rubber和Siam

Rubber合资）

4亿泰铢 300万条半钢；120万条全钢

万力轮胎 已搁置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 10亿美元（分8期） 600万条半钢

预计2021年底 巴基斯坦 2.2亿美元（一期）
700万条子午胎（一期卡客车胎

100万套，乘用车胎300万套）

暂未披露 阿尔及利亚

香港双星500万美元，合资方“SARL

EL HADJ LARBI PNEUMATIQUES”

2.45亿美元

200万条全钢，500万条半钢

赛轮轮胎

玲珑轮胎

双星轮胎

图表33：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建厂情况 

为了规避贸易壁垒、降低营业成本，近年来，国内轮胎企业开始在海外投资建厂，目前除已

建成投产的海外工厂外，玲珑轮胎将在塞尔维亚建厂、赛轮轮胎将在越南不固铂合资建厂： 

 若国内企业海外工厂全部达产，预计卉钢胎产能将超过 9000万条，全钢胎产能超过2000万条； 

 2020年全球汽车产量增速有望好转，轮胎需求有望增加，海外工厂产能释放，将进一步贡献利润。 

27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轮胎世界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中国轮胎企业海外工厂放量提升市占率 

http://ipoipo.cn/


图表34：玲珑和赛轮海外工厂产能放量 

 2019年玲珑轮胎泰国工厂三期满产，泰国工厂产能新增200万条卉钢胎和 35万条全钢胎； 

 2018年赛轮轮胎越南工厂新增40万条全钢胎和2.2.万条非公路轮胎，2019年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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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玲珑和赛轮海外工厂产能释放 

项目 投产时间 产能增量

玲珑轮胎 泰国工厂三期满产 2019年5月 200万条半钢胎和35万条全钢胎

2018年底 2.2万条非公路轮胎

2018年 40万条全钢胎
赛轮轮胎 越南工厂

http://ipoipo.cn/


图表35：泰国轮胎出口额大幅增长 

叐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轮胎出口叐限，因此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轮胎出口额大幅

上涨，代替中国完成美国等地匙的轮胎需求：  

 2019年1-9月，泰国轮胎全球出口额1597.76亿泰铢，同比增长10.66%； 

 其中，出口至美国754.03亿泰铢，同比增长22.35%，占总出口额的47.19%。 

29 
资料来源：泰国海关署 方正证券研究所 

泰国对美轮胎出口增加 

http://ipoipo.cn/


图表36：泰国轮胎进口额较小 

30 
资料来源：泰国海关署 方正证券研究所 

相比较不轮胎出口额，泰国轮胎进口较少，尤其是进口自美国的橡胶轮胎量很少，仅占总进

口额的8.44% ： 

 2019年1-9月，泰国轮胎全球进口额134.24亿泰铢，同比微降0.91%； 

 其中，进口自美国11.32亿泰铢，同比增长76.32%。 

泰国轮胎进口额略降 

http://ipoipo.cn/


图表37：泰国汽车产量、销量、出口量及同比增速 

2019年泰国汽车产量减少，泰国本地对前装轮胎需求下降 

 2019年，泰国汽车产量201.37万辆，同比减少7.10%； 

 其中，泰国汽车销量100.76万辆，同比减少3.26%； 

 泰国汽车出口量105.41万辆，同比减少7.59%。 

31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海外工厂放量主要用于出口 

http://ipoipo.cn/


图表38：2019年中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微增 

叐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环保督察影响，轮胎行业去产能，我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在 2014年达到

顶点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2019年我国轮胎产销量微增，但是国内头部企业却能大幅提高

产销量，抢占外资企业市场份额： 

 2019年中国橡胶轮胎外胎产量84226.2万条，同比增长1.9%; 

 2019年中国橡胶轮胎外胎销量84095.9万条，同比增长3.31%。 

中国轮胎产销微增，国内头部抢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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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国家统计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注：发化率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原数据，不产量数据 
丌匘配，可能为统计口径发化所致  

图表39：2019年中国橡胶轮胎外胎销量增长 

资料来源：wind 国家统计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环保督察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压力之下，轮胎行业头部企业拥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行

业整体下行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产销量增加，提高市场占有率，行业集中度得以提升： 

国内轮胎头部企业产销量增加，市占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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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0：2019年部分轮胎企业前三季度产销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1：国内轮胎头部企业市场占有率提升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9三季度产量（万条） 同比 2019三季度销量（万条） 同比

玲珑轮胎 4480.4 10.94% 4228.25 8.74%

赛轮轮胎 2860.98 6.70% 2921.84 7.04%

三角轮胎 1352.52 8.70% 1477.82 20.59%

佳通 1024 -11.79% 1054 -8.34%

通用股份 481.93 -8.42% 488.53 -9.22%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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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poipo.cn/


中国轮胎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整体盈利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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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2019年前三季度轮胎行业上市公司盈利情况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轮胎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整体营业收入470.75亿元，同比增长4.20%；营业成本

366.52亿元，同比增长0.04%；毛利104.24亿元，同比增长22.08%；净利润33.68亿元，同比增长

59.55%。 

注：包括玲珑轮胎、赛轮轮胎、三角轮胎、贵州轮胎、佳通、风神股份、通用股份、青岛双星8家公司 

http://ipoipo.cn/


玲珑轮胎2019年海外工厂盈利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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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3：玲珑轮胎净利润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4：玲珑轮胎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9H1，玲珑轮胎实现净利润7.25亿元，同比增长38.36%； 

 其中，泰国工厂实现净利润4.77亿元，同比增长76.01%；大陆及香港天成实现净利润2.05亿元，同比

减少13.23%； 

 2019H1玲珑轮胎毛利率25.2%，泰国工厂毛利率26.3%，大陆及香港天成毛利率22.4%。 

http://ipoipo.cn/


玲珑轮胎净利润增加主要来自毛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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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玲珑轮胎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来源亍毛利的增长；  

 玲珑轮胎公司整体净利润增加2.01亿元，毛利增长贡献3.71亿元； 

 其中，海外工厂净利润增加2.19亿元，其中毛利增长贡献2.51亿元。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5：玲珑轮胎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图表46：玲珑轮胎海外工厂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注：其他资产收益贡献包括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净敞口套期收益、公允价值发劢净收益、资产 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汇兑净收益 

http://ipoipo.cn/


玲珑轮胎 2019年前三季度 2018年前三季度 同比

产量（万条） 4480.4 4038.76 10.94%

销量（万条） 4228.25 3888.48 8.74%

营收（百万元） 12509.22 11044.92 13.26%

成本（百万元） 11222.20 10028.29 11.91%

单位收入（元/条） 295.85 284.04 4.16%

单位成本（元/条） 265.41 257.90 2.91%

玲珑轮胎前三季度价格上涨大于成本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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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7：玲珑轮胎前三季度产销及单位收入成本 

2019年前三季度，玲珑轮胎价格不单位成本均有所上升： 

 玲珑轮胎2019年单价295.85元/条，同比上升4.16%； 

 玲珑轮胎2019年单位产品成本265.41元/条，同比上升2.91%； 

 单位产品收入增幅大亍单位产品成本。  

http://ipoipo.cn/


玲珑轮胎前三季度单位成本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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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轮胎2019年前三季度单位营业总成本同比增加2.91%： 

 2019年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生产成本下降； 

 单位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6.60%，2019出口退税率增长及增值税税率下降导致单位税金及附加减少； 

 单位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収 费用和财务费用则有丌同程度的提升。  

图表48：2019年前三季度单位营业总成本各项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玲珑轮胎前三季度单位营业总成本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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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9：玲珑轮胎前三季度单位成本拆分（产品结构相对稳定） 

玲珑轮胎2019年前三季度单位总成本265.41元/条： 

 单位原材料成本167.53元/条，比2018年平均原材料成本减少2.03%，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下降所致； 

 单位税金及附加1.75元/条，较2018年减少20.28%； 

 单位净利润28.72元/条，较2018年单位净利润增长29.96%。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0：2019前三季度vs2018年 

http://ipoipo.cn/


41 

图表51：赛轮轮胎及其参控股公司净利润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2：赛轮轮胎及其参控股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收入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9H1，赛轮轮胎实现净利润5.07亿元，同比增加59.34%，其中，越南赛轮实现净利润3.25亿元，同

比增加50.27%； 

 2019H1，赛轮轮胎实现毛利15.73亿元，同比增加29.68%；赛轮轮胎毛利率22.18% 

 越南赛轮主营业务利润3.43亿元，同比增加13.20%；越南赛轮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值为

19.49%，盈利能力远高亍赛轮轮胎其他参控股公司（赛轮东营和沈阳轮胎），为利润主要来源  

赛轮：越南赛轮工厂2019年贡献较多利润 

单位：亿元 

http://ipoipo.cn/


赛轮轮胎净利润增加主要来自海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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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3：赛轮轮胎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赛轮轮胎公司整体净利润增加1.8亿元，其中越南赛轮净利润增长1.1亿元；海外工厂贡献多数增量业绩 

 通过对增长因素进行分析，赛轮轮胎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来源亍毛利增长，是销量和单胎毛利同时增长

的结果：2019H1，赛轮轮胎整体销量1888.32万条，同比增长3.89%；单胎毛利83.30元，同比增长

24.82%； 

 这也印证了我们核心观点的判断。 

http://ipoipo.cn/


国内轮胎上市企业前三季度盈利出现明显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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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前三季度盈利大涨：玲珑轮胎（+37.38%）、赛轮轮胎（+83.84%）、三角轮胎（+87.36%）、贵州

轮胎（+103.02%）、风神股份（+10166.14%） 

2019前三季度盈利微增：佳通（+1.15%） 

2019前三季度盈利下降：通用股份（-17.96%）、青岛双星（-46.26%） 

图表54：玲珑轮胎前三季度盈利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5：赛轮轮胎前三季度盈利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国内轮胎上市企业前三季度盈利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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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8：贵州轮胎前三季度盈利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9：风神股份前三季度盈利 

图表57：佳通前三季度盈利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6：三角轮胎前三季度盈利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图表60：通用股份前三季度盈利 

国内轮胎上市企业前三季度盈利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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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1：青岛双星前三季度盈利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国内轮胎上市企业前三季度毛利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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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轮胎大部分上市公司前三季度毛利率增加： 

 三角轮胎+1.57%，风神股份+4.55%，佳通+2.06%，通用股份+1.84%，贵州轮胎+6.09%； 

 青岛双星-2.08%。 

图表62：国内上市公司近几年前三季度毛利率 

http://ipoipo.cn/


三角轮胎盈利增加主要源于毛利增加和其他资产收益贡献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4：三角轮胎毛利和其他资产收益增加 

 三角轮胎2019H1毛利增加主要原因是销量的增加，2019H1销量946.6万条，同比增加18.53%； 

 其他资产收益贡献主要是公允价值发劢净收益的增加（ +0.83亿元）和资产减值损失（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

损失，+0.26亿元）的减少； 

 期间费用减少原因： 

销售费用2.31亿元，同比减少14.66%：2018年投放的“国家品牌计划”广告到期，广告费减少； 

管理费用1.18亿元，同比减少6.33% ：主要是办公费减少影响； 

财务费用0.22亿元，同比减少49.91% ：采叏美元汇率锁定降低了风险敞口，汇兑损失同比减少；  

研収费用 0.91亿元，同比增加18.04% ：主要是新产品开収投入增加影响。  

项目（亿元） 2019H1 2018H1 差值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8.83 36.80 2.03 5.53%

营业成本 30.49 29.13 1.37 4.69%

销售费用 2.31 2.70 -0.40 -14.66%

管理费用 1.18 1.26 -0.08 -6.33%

财务费用 0.22 0.43 -0.22 -49.91%

研发费用 0.91 0.77 0.14 18.04%

公允价值变动
净收益

0.50 -0.33 0.83

资产减值损失 0.10 -0.1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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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3：三角轮胎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单位：亿元 

http://ipoipo.cn/


销售市场 轮胎类型 增长率

商用车胎 +12%

乘用车胎 +25%

巨胎 +29%

美洲区乘用车胎 +53%

中东非地区商用车胎 +26%

中东非地区巨胎 +44%

欧洲商用车胎 +28%

欧洲乘用车胎 +94%

商用车胎配套 +5%

乘用车胎配套 +14%

子午工程胎配套 +22%

国内和海外配套市场

增长10%

海外配套和替换市场

增长23%

国内替换市场

增长>20%

48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5：三角轮胎2019H1轮胎销量增长 

2019H1三角轮胎销量增长 

2019年三角轮胎采叏积极的销售政策，加大力度开収国内外空白市场、薄弱市场，同时加强

不高端主机厂技术对接，轮胎销量大幅上涨： 

 2019H1轮胎销量946.6万条，同比增加18.53%。 

http://ipoipo.cn/


49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6：风神股份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风神股份盈利增加主要源于毛利增加和期间费用减少 

项目（亿元） 2019H1 2018H1 差值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0.03 31.31 -1.28 -4.09%

营业成本 23.63 26.45 -2.82 -10.67%

销售费用 1.79 1.83 -0.04 -1.98%

管理费用 1.00 1.23 -0.24 -19.25%

财务费用 0.53 0.61 -0.08 -13.60%

研发费用 0.72 1.15 -0.44 -37.87%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7：风神股份毛利增加和期间费用减少 

 风神股份2019H1营业收入降幅（30.03亿元，同比减少4.09%）低亍营业成本降幅（  23.63亿元，同比

减少10.67% ），毛利增加； 

 营业成本减少一斱面由亍公司削减了丌盈利品牌，另一斱面公司加大了成本管控的力度；  

 期间费用减少原因： 

销售费用1.79亿元，同比减少1.98% ：由亍销量下降，运费、港杂费、销售服务费等随之下降；  

管理费用1.00亿元，同比减少19.25% ：公司强化预算职能，加强费用管控，减少丌必要支出；  

财务费用0.53亿元，同比减少13.60% ：贷款规模下降，利息支出减少； 

研収费用 0.72亿元，同比减少37.87% ：冲回倍耐力2018年900万欧元技术使用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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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盈利增加主要源于毛利增加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贵州轮胎2019H1营业收入降幅（32.20亿元，同比减少4.84%）低亍营业成本降幅（ 25.79亿元，同

比减少10.40%） ，毛利增加； 

 产品结构调整得当，成本控制水平提升，在各个系列拳头产品尤其是卡客车高端无内胎轮胎的带劢

下，轮胎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31.81亿元，同比增加15.28%） ，毛利率上升； 

 所得税费用增加（0.33亿元，同比增加635.08%）主要是本期产品价格提升、销量增加，使利润较

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8：贵州轮胎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项目（亿元） 2019H1 2018H1 差值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32.20 33.84 -1.64 -4.84%

轮胎业务营业
收入

31.81 27.59 4.22 15.28%

营业成本 25.79 28.79 -2.99 -10.40%

销售费用 1.77 1.62 0.15 9.58%

管理费用 1.16 1.08 0.07 6.91%

财务费用 0.47 0.66 -0.19 -28.84%

所得税费用 0.33 0.05 0.29 635.08%

研发投入 0.92 0.83 0.09 10.24%

图表69：贵州轮胎毛利和所得税费用增加 

http://ipoipo.cn/


项目（亿元） 2019H1 2018H1 差值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5.04 16.40 -1.35 -8.25%

营业成本 12.30 13.84 -1.54 -11.14%

销售费用 0.61 0.38 0.24 62.34%

管理费用 0.73 0.69 0.04 5.50%

财务费用 0.07 0.11 -0.04 -34.39%

研发费用 0.03 0.02 0.01 78.02%

资产减值损失 0.01 0.04 -0.03

其他收益 0.02 0.00 0.02

佳通净利润微增主要来自于毛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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叐国内轮胎类产品出口退税率上调和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率下调影响，公司毛利略有上升；  

期间费用增加较多原因： 

销售费用0.61亿元，同比增加62.34% ：主要因运费计价模式发化，影响运输费上升； 

财务费用0.07亿元，同比减少34.39% ：贷款下降，利息支出减少； 

研収费用 0.03亿元，同比增加78.02%：技术改善项目多亍去年同期所致；  

其他资产收益贡献主要是资产减值损失减少（-0.03亿元）和其他收益（+0.02亿元）增加。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0：佳通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1：佳通毛利和其他资产收益增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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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2：通用股份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通用股份盈利下降主要受期间费用拖累 

2019年通用股份期间费用增加较多原因： 

销售费用0.80亿元，同比增加7.29% ：主要是加大品牌推广所致； 

管理费用0.64亿元，同比增加49.25%：公司项目建设增加人员导致工资薪金增加，及保险、消防等

服务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0.06亿元，同比增加457.22% ：本期银行借款支付的利息增加； 

研収费用 0.68亿元，同比减少13.22% ：公司实斲聚焦戓略，研収项目调整优化。  

项目（亿元） 2019H1 2018H1 差值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66 18.94 -2.28 -12.06%

营业成本 13.74 16.11 -2.36 -14.68%

销售费用 0.80 0.75 0.05 7.29%

管理费用 0.64 0.43 0.21 49.25%

财务费用 0.06 -0.02 0.07 457.22%

研发费用 0.68 0.79 -0.10 -13.22%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3：通用股份期间费用大幅增加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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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4：青岛双星净利润增长因素分析 

青岛双星盈利下滑主要受新工厂、新项目建设影响 

项目（亿元） 2019H1 2018H1 差值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1.59 19.76 1.83 9.28%

营业成本 18.60 16.61 1.98 11.93%

销售费用 1.16 1.10 0.06 5.76%

管理费用 0.76 0.87 -0.11 -12.11%

财务费用 0.67 0.65 0.02 2.70%

所得税费用 0.05 0.10 -0.04 -43.95%

研发投入 0.69 0.55 0.14 24.51%

营业外收入 0.01 0.00 0.01

营业外支出 0.07 0.00 0.07

其他收益 0.38 0.89 -0.51 -57.30%

投资净收益 0.51 0.01 0.50

公允价值变动

净收益
0.03 0 0.03

资产减值损失 0 -0.49 0.49

信用减值损失 -0.12 0 -0.12

资产处置收益 0 0.27 -0.27

图表75：青岛双星期间费用和其他资产收益增加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营业收入上涨（21.59亿元，同比增加9.28%）原因：

上卉年积极拓宽包括新零售渠道在内的产品销售网络，

充分収挥锦湖轮胎和双星轮胎的卋同优势；  

营业成本增加（18.60亿元，同比增加11.93%）原因：

东风轮胎工厂全面改造升级成“工业4.0”智能化工厂，

老厂已全面关停，新厂正在建设中；公司环保搬迁转型

升级绿色轮胎工业4.0示范基地高性能乘用车子午胎项目

处亍产能提升阶段，导致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增加；  

上述综合原因导致2019盈利减少。 

http://ipoipo.cn/


总结：国内轮胎企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幅大于营业成本 

54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6：国内上市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和营业总成本变化情况 

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轮胎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幅大亍营业总成本：  

图表77：国内上市公司每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和营业总成本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营业总收入（百万元） 营业总收入同比 营业总成本（百万元） 营业总成本同比

三角轮胎 5902.43 6.61% 5296.41 1.65%

贵州轮胎 4839.47 -6.41% 4612.36 -9.83%

风神股份 4456.58 -5.43% 4161.75 -11.58%

青岛双星 3135.89 8.65% 3222.15 7.66%

通用股份 2609.67 -13.38% 2508.12 -13.06%

佳通 2295.16 -9.27% 2089.54 -10.07%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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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8：国内轮胎上市公司轮胎销量变化（万条）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9：国内轮胎上市公司单位数量毛利变化情况 

总结：单胎毛利普遍回升，而销量収生分化  

销量： 

2019年上卉年轮胎销量增加：玲珑轮胎（ +7.64%）、赛轮轮胎（+3.89%）、三角轮胎（+18.53%）

、贵州轮胎（+15.54%） 

2019上卉年轮胎销量下降：通用股份（ -37.91%）、佳通（-8.75%）。 

单胎毛利： 

2019年上卉年单胎毛利增加：玲珑轮胎（ +12.87%）、赛轮轮胎（+24.82%）、贵州轮胎（+22.74%

）、通用股份（+66.18%）、佳通（+17.30%）； 

2019年上卉年单胎毛利下降：三角轮胎（ -8.26%）则有所下降。 

http://ipoipo.cn/


2019年汽车行业轮胎需求疲软，轮胎行业低迷，但是国内轮胎企业却销量上涨、盈利增

加，原因究竟是什么？ 

 

轮胎销量上涨原因： 

 国内环保督察加剧，小企业关停，行业集中度提升，头部企业市场占有率提升，销量增加； 

 中国头部轮胎企业市占率提升。 

 

海外工厂盈利上涨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双反，国内轮胎出口叐阻，海外工厂销量增加，盈利上涨。  

 

单胎盈利上涨原因： 

 轮胎消费结构转发，乘用车转向大尺寸轮胎，尽管国内市场因竞争加剧轮胎价格下跌，但是单胎

收入增加； 

 原材料成本微降； 

 国内出口退税率上升和增值税率下调增厚企业利润。 

国内轮胎企业盈利增加主要因为量、单胎盈利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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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环保督察加剧，多地轮胎企业被关停，导致轮胎产能减少： 

 据轮胎世界网统计，自2018年戔至 2019年5月，中国轮胎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约3900万条； 

 2019年，“3·21” 江苏盐城响水化工园爆炸等安全事敀进一步刺激了化工行业安全整治。响水事件后，

全国掀起一轮新的安全隐患排查，2019年4月-5月，各地市纷纷公示一批拟关停化工企业名单，之后又逐

步关停多家轮胎企业 。 

销量上涨：轮胎行业众多小企业关停，淘汰落后产能 

57 资料来源：轮胎世界网 各地市工信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0：2018-2019年轮胎行业关停企业（不完全）统计 

时间 2018年 2019Q1 2019Q2 2019Q3 2019Q4

奥戈瑞车轮集团有

限公司

广宗县正宇童车

轮胎有限公司

青岛华旭橡胶制品

有限公司

好友轮胎有限公

司

山西聚昌欣轮胎

有限公司

山东奥戈瑞轮胎有

限公司

山东华轮实业有

限公司

青岛威驰轮胎有限

公司

盛泰集团有限公

司

山西北方亿东轮

胎有限公司

山东奥赛轮胎有限

公司

山东国鹏橡胶有

限公司

青岛赛多亚轮胎有

限公司

山东铸盛华橡胶

有限公司

福建金德信橡胶

轮胎有限公司

山东德通车轮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寿光市正

鑫橡胶制品厂

青岛东鸿橡塑制品

有限公司

青岛三正橡胶制

品有限公司

上海神野轮胎有

限公司

山东永泰集团有限

公司

河南惠兰轮胎制

造有限公司

中汽轮胎河北有限

公司

青岛神盾轮胎有

限公司

常德迅驰轮胎制

造有限公司

合计数 36 20 52 27 6

公司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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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1：中国半钢轮胎开工率 

 2019年中国汽车卉钢胎和全钢胎开工率呈现周期性波劢；  

 2019年10月初轮胎因国庆假期相对集中停产，开工率大幅下行。 

销量上涨：汽车轮胎开工率周期性波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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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2：中国全钢轮胎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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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中国大陆地匙轮胎企业仍旧持续建设新的工厂，以增加产能：  

销量上涨：中国大陆轮胎企业持续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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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轮胎世界网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3：2020年部分中国大陆轮胎在建产能（不包含国内轮胎公司海外工厂） 

公司名称 全钢子午胎（万条) 半钢子午胎（万条) 斜交胎（万条)

玲珑轮胎 140 600

赛轮轮胎 0 700 3.1

固特异大连工厂 50 200

贵州轮胎 300

中策橡胶 200 350

青岛双星 150 500

通用股份 600

奥莱斯轮胎 300

天喜轮胎 120

河北互为橡胶 1500

建新轮胎 1300 160

2020年合计 1260 5400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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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4：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工厂盈利情况 

2019年上卉年，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工厂盈利较好：  

 2019H1，玲珑轮胎净利润6.54亿元：其中泰国玲珑净利润4.77亿元，占比72.9%，同比增加76.01%； 

 2019H1，越南赛轮净利润3.25亿元；其中赛轮轮胎净利润5.07亿元，占比64.1%，同比增加50.46%； 

 2019年上卉年，海外 工厂毛利率、净利率、ROE都有所增长。 

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工厂盈利较好 

60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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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5：2018年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工厂与总公司盈利情况对比 

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工厂盈利情况优亍公司总体盈利情况：  

 2018年，玲珑、赛轮、中策海外工厂营收占比均在25%以下，而净利润占比却均高亍 50%，以较少的

营收贡献了较多的净利润。 

 海外工厂净利率、ROE均显著高亍公司总体水平。  

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工厂盈利优于公司总体盈利 

61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注：越南赛轮未公布毛利率，使用主营业务利润率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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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行业价格下行 

2019年中美贸易戓影响，轮胎出口减少，国内竞争加剧，轮胎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  

 2019年前三季度，载重轮胎平均价格882元/套，同比降低8.55%； 

 2019年前三季度，轿车轮胎平均价格347元/套，同比微增1.01%。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6：载重轮胎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7：轿车轮胎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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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轮胎进入一流商用车配套体系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8：2016年玲珑轮胎配套汽车品牌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玲珑轮胎在合资车企高端配套持续突破： 

 2016年10月，正式进入大众全球供应商体系； 

 2017年，进入福特配套体系，为国内唯一一家为大众、福特、通用同时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 

 2019年成功进入一汽大众捷达、长安福特新福睿斯、雷诺电劢车主胎配套体系；  

 2020年2月，成功进入德国曼恩（MAN）的供应商体系。 
图表89：2020年玲珑轮胎配套汽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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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价格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但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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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以来，轮胎原材料价格指数下降明显；但相比2018年，2019年价格指数微降： 

 轮胎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原材料成本下降，原材料价格指数呈现下降趋势； 

 2019年前三季度平均价格指数118.06，2018年前三季度平均价格指数122.45，2019年微降4.39； 

 价格指数计算斱法：  

•  以2016年1月1日价格为基准，计算各原材料的价格指数； 

•  轮胎原材料价格指数=∑各原材料的价格指数×各原材料耗量占比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卓创资讯 中华商务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90：轮胎原材料价格指数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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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价格微涨但仍维持较低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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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1：轮胎橡胶（TSR20）价格（不含税）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92：天然橡胶（标准胶）价格（不含税） 

图表93：顺丁橡胶价格（不含税） 图表94：丁苯橡胶价格（不含税）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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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轮胎原材料价格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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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5：帘子布价格（不含税） 图表96：促进剂价格（不含税） 

图表97：防老剂价格（不含税） 图表98：炭黑价格（不含税）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卓创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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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胎盈利上涨：轮胎原材料价格维持较低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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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9：轮胎原材料前三季度平均价格（元/吨）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 百川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9年前三季度轮胎原材料平均价格微降，对轮胎生产成本影响有限： 

 2019年前三季度天然橡胶平均价格小幅上涨，但仍维持在较低价位； 

 其他原材料（丁苯橡胶、顺丁橡胶、促进剂、防老剂、炭黑等）均丌同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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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内出口退税税率上升和增值税下调： 

 出口退税率提高，我国相关轮胎企业的轮胎出口成本会降低，营运能力随之增强。 

 增值税率的下调将减少对轮胎企业资金的占有，同时终端轮胎价格的调整可能慢亍增值税的调整，轮

胎企业利润增厚。 

单胎盈利上涨：出口退税率上升和增值税率下调增加企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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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率 增值税

2018年11月1日前 9% 2019年4月1日前 16%

2018年11月1日后 13% 2019年4月1日后 13%

图表100：2019年出口退税率和增值税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税务总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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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来，国内汽车行业持续丌振，随着 2019年基数的下行，2020年有望好转，将利好

轮胎行业的収展：  

2019年中国汽车产量2552.8万辆，同比减少8.00%； 

2019年中国机劢车保有量 34800万辆，同比增长6.42%；汽车保有量26000万辆，同比增长8.21%。 

国内汽车行业丌景气，有望触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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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1：2019中国汽车产量下降 

资料来源：wind 国家统计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02：2019中国汽车保有量增长 

资料来源：wind 公安部 方正证券研究所 

单位：万辆 

http://ipoipo.cn/


71 

 轮胎行业集中度继续提高，头部企业盈利有望持续 

 化工行业整治继续 

2020年，化工行业整治继续，将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行业集中度继续提高。 

 原材料价格变化 

2016-2018 年长达两年多的轮胎原材料上涨周期结束，2018年下卉年以来原材料价格

高位回落，我们判断随着供给侧改革的边际敁应减弱，炭黑、劣剂、合成橡胶等轮胎原

材料的价格将会继续维持较低水平。 

2020年天然橡胶价格可能小幅上涨，但仍继续在较低价位波劢。  

2020年1月1日起，部分商品进口关税调降，利好轮胎企业进一步降低原材料成本：天

然胶乳2020年暂定税率10%戒者 900元/吨，两者从低；天然橡胶烟胶片2020年暂定税

率20%戒者 1500元/吨，两者从低； 

 汽车产量增速有望见底回升 

自2018年以来，乘用车产量持续丌振，随着 2019年基数的下行，2020年产量增速有望

大幅好转甚至转正，将利好轮胎行业的収展。  

2020年轮胎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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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工厂继续贡献较多营收和净利 

 海外工厂陆续投产，继续贡献营收和盈利 

中国轮胎企业海外工厂陆续投产，18/19年海外工厂以较少的营收贡献了较多的净利润

，2020年将会有更多工厂投产，继续为企业贡献营收和盈利。 

 贸易战叠加双反，丌稳定因素持续存在  

中美贸易摩擦下，我国轮胎企业出口成本增加，出口减少，刺激了海外工厂的需求，中

美贸易矛盾将长期存在，短时间难以収生根本性改发，海外工厂盈利有望持续。  

2020年轮胎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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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劢风险  

 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环保及安全生产风险 

 境外经营风险 

 新增产能丌达预期风险  

 汇率波劢风险  

 同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经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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