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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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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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 102,526,540.95 元，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 102,526,540.95 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713,522,649.71 元。鉴于公司在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存在因可转债转股而引起可参与分配的股数发生变动的情形，公司拟以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1.1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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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业股份 60327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海平 张岚 

办公地址 山东省诸城市朱诸路北辛兴经济工业

园大业股份办公楼 

山东省诸城市朱诸路北辛兴

经济工业园大业股份办公楼 

电话 0536-6528805 0536-6528805 

电子信箱 helongnhp@126.com zqb@sdday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胎圈钢丝、钢帘线以及胶管钢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乘用

车轮胎、载重轮胎、工程轮胎以及航空轮胎等各种轮胎制品。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和主要

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凭借突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制造工艺水平，已经确立了在橡胶骨架材料

行业中的市场地位，发展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胎圈钢丝制造企业。公司现有客户包括中策橡

胶、正新橡胶、森麒麟轮胎、双钱集团、风神股份、赛轮金宇、双星轮胎、三角轮胎等国内知名

轮胎生产商以及住友橡胶、普利司通、固铂轮胎、锦湖轮胎、韩泰轮胎、耐克森、米其林、德国

大陆等国际知名轮胎生产商，初步形成了内外销同步发展的业务格局。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盘条，其他辅助材料为硫酸铜、硼砂、硫酸亚锡、润滑剂、拉丝粉

等。主要原辅材料以及生产所需的设备、物资等均通过公司供应部统一采购，按照规范的采购程

序，根据产品订单情况确定原材料采购种类和数量。针对为客户开发产品所需的新增原材料，由

供应部选择供应商，按公司审核程序进行材料及生产场所审核，合格后将其纳入正式供应商清单。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包括《采购管理制度》、《采购控制程序》、《供应

商评审标准》、《采购物资办理出入库规定》、《供应部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确保采购流程高效。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即面向订单的生产模式，由公司的销售部门根据客户订单的情况提出

销售计划，此销售计划经部门主管和分管领导审批后提交生产部门；生产部根据销售计划制定相

应的生产计划，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生产部根据销售部门制定的销售计划，结合原材料库存情况和制造车间生产能力，制定详细

的生产计划并安排生产，与此同时，技术部门提供相应的技术和工艺指导来配合实施生产，生产

车间将依据生产计划具体组织实施生产。产品生产以流水线方式进行，生产过程按照《产品生产

过程控制程序》严格执行。半成品及产成品经检验合格后进入下一工序或入库，由仓储管理中心

根据客户要求和成品入库情况填报“出库单”，由销售部负责发货交付。 

3、销售模式 

公司设有销售部负责国内产品市场调研、接受客户订单、制定销售计划、研究销售策略、产

品交付、第三方物流及售后服务等；并设有海外业务部负责国外市场调研及开发、维护和管理海

外客户、产品交付、售后服务等。公司产品主要面对国内外知名轮胎企业，以直销模式为主，其

中国外销售既有直销也有通过经销商拓展国外轮胎企业的情形。目前，公司下游客户多为有着严

格供应商管理制度的知名轮胎企业，要进入这些企业稳定的供应商名单，需要小样试制三年左右

的考核期。即使稳定供货的状态下，下游客户也经常来公司进行现场考核。考核内容包括产品质



量检查、生产流程管理、公司组织架构、可持续发展情况等。 

（三）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1.骨架材料行业 

2020 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橡胶工业受此影响进入充满不

确定性和挑战的历史时期。第二季度我国在全球率先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和传播，实现了常态化疫

情防控与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的局面，国内经济呈现恢复态势，橡胶行业除出口交货值外各项

经济运行指标均探底之后呈 V 型反弹，骨架材料在轮胎橡胶工业中的应用占据重要地位，骨架材

料的发展与轮胎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骨架材料专业委员会对全国 40 家主要会员单位统计，2020 年骨架材料

总产量 418.27 万吨，增长 3.62%。其中钢帘线产量 245.79 万吨，增长 3.05%；胎圈钢丝 93.58 万

吨，增长 3.99%；胶管钢丝 22.94 万吨，增长 17.73%。 

（1）胎圈钢丝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橡胶工业和汽车工业迅速发展，加速了我国轮胎产业的发展进程，也给

我国的胎圈钢丝行业提供了巨大发展机遇。我国胎圈钢丝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市场优胜劣汰，

以大业股份为代表的一批骨干胎圈钢丝生产企业已脱颖而出，产品占国内近 1/3 市场份额。除大

业股份外，其他年产 10 万-15 万吨规模的企业共 5 家，成为国内胎圈钢丝市场的主流。国内行业

新晋企业很少，行业内不规范经营及盲目低水平扩张现象基本消除，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整个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十三五”期间，国内胎圈钢丝行业在工艺、技术方面进步巨大，产品主要性能指标实现了重

大突破。研制的超高强度产品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甚至领先国际同行业水平，产品品牌、市场

占有率日渐提升。国内胎圈钢丝已成为全球轮胎前 20 强的主供方，外资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持续

下降。 

目前，我国胎圈钢丝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超高强度胎圈钢丝的研制与推广。轮胎轻量化趋势不可逆转，超高强度胎圈钢丝在保证

其他理化性能满足客户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显著减少钢丝和橡胶的使用量，从而降低轮胎生热，

提升轮胎使用寿命，降低滚动阻力。同时开展缆型胎圈的开发及应用研究，缆型胎圈解决了传统

六角型钢丝圈尖角对胎体帘线的剪切作用，减少应力集中，避免子口断爆现象。目前缆型胎圈主

要应用于高性能轿车轮胎、飞机轮胎及要求较高的载重轮胎。 

（2）全球轮胎生产布局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一些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轮胎新增产



能正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近几年该地区新增轮胎产能已达近 3000 万套，并仍在增长。另一方面，

我国轮胎企业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加大了与巴基斯坦等沿途国家的合作与投资。此外，

为了贴近欧洲市场，我国轮胎企业也加大了在东欧地区的投资建厂。骨架材料企业也跟随轮胎生

产企业在东南亚、南亚等相应地区布局，国际化竞争趋势日益加剧。 

（3）骨架材料行业不断推进智能制造的应用和推广。骨架材料行业耗能高、劳动力密集，面

对日渐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新兴产业的剧烈冲击等多重压力，行业必须进行转型变革，提高企业

竞争力，才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行业内众多企业进行有计划加大智能制造的投入，持续推进

信息化、自动化等智能化系统的开发、应用和推广。 

2.钢帘线行业 

2000 年初至 2008 年末，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颁布实施和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钢帘线

发展明显增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发展出高强度、低线密度、小直径的第二代钢帘线产品，

其具有较高的抗疲劳、抗磨损、耐腐蚀和橡胶粘合性能。 

“十三五”期间，钢帘线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越来越多企业走向海外，同时钢帘线出口在

这期间保持较快增长。据中国橡胶骨架材料委员会和海关总署出口数据，2015 年我国钢帘线出口

量为 29.4 万吨，出口占比 16.1%，到 2019 年我国钢帘线出口量达到 45.4 万吨，出口占比达到 18.6%，

这五年的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1.5%。 

预计未来几年钢帘线行业发展趋势主要有如下特点： 

（1）钢帘线产品不断升级。 “十三五”期间，钢帘线高强度（HT）、超高强度（ST）已发展

较为成熟，特高强度（UT）的应用逐步展开，巨高强度（MT）已开始走出实验室。超/特高强度

钢帘线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40%以上，从而更大程度地减轻轮胎重量，降低滚动阻力，减少轮胎在

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2）“十四五”期间，钢帘线大型企业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提高智能制造水平，引入大数据

管理系统，提高软硬件的融合程度，并尝试做到内部全程信息流、物流追踪控制，同时与轮胎企

业的信息建立有效链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稳定和提升产品质量，实现装备、生产过程和

管理智能化。 

（3）汽车行业的技术发展正在引领轮胎及骨架材料的发展。汽车行业未来发展“四化”，即：

自动化、互联化、电动化、共享化，为钢帘线行业的技术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要求，发展扁平

帘线、混合帘线、新型高伸长零度带束层帘线，从不同方面进一步改善轮胎性能，提高轮胎寿命，

提升轮胎制造和使用过程对环境的友好性。 



（4）随着国内许多大型轮胎企业纷纷在海外建厂，并取得很大的成功，为轮胎配套的骨架材

料企业也瞄准海外建厂，借鉴轮胎企业的先进经验，为海外轮胎企业提供更方便快捷的产品支撑，

同时减少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支持。 

2.轮胎行业 

从 2005 年起，我国轮胎产量已达到 2.5 亿条，超过美国的 2.28 亿条，成为世界第一轮胎生

产大国。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轮胎最大的消耗国，也是最大轮胎生产国和出口国。新车市场

的发展与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为轮胎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 

近年来，我国轮胎企业的国际地位也在逐年上升。由美国《轮胎商业》组织的 2020 年度全球

轮胎 75 强排名中，中国大陆有 28 家企业上榜，中国台湾有 5 家企业上榜，其中中国大陆排名最

高的中策橡胶位列第 10 名，其次是玲珑轮胎位列第 14 位。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战和经济机构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轮胎行业面临前所

未有的严峻挑战。好在天然橡胶、合成橡胶、骨架材料等主要原材料价格相对平稳并处于低位，

国内出口退税率提高、汇率变化有利出口，轮胎行业自身加大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依托技术进

步赋能生产力，不断助推自主品牌轮胎国际竞争力提升。在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化危为机，经

济运行稳定恢复，主要产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统计和调查，轮胎 39 家重点会员企业 2020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865.71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0.56%；实现销售收入 1843.99 亿元，降低 0.20%；综合外胎产

量 48585 万条，增长 3.15%；其中子午线轮胎产量 45899 万条，增长 2.94%；全钢子午线轮胎产量

11553 万条，增长 6.76%；子午化率 94.47%,减少 0.20 个百分点。实现出口交货值 712.43 亿元，降

低 8.21%；出口率（值）为 38.63%，减少 3.37 个百分点。出口轮胎交货量 22583 万套，降低 6.37%；

其中出口子午胎 21786 万套，降低 6.31%；出口率（量）为 46.48%，减少 4.73 个百分点。其中 32

家企业实现利税 106.68 亿元，增长 38.74%；实现利润 80.33 亿元，增长 59.07%；销售收入利润率

5.43%，增加 1.99 个百分点。产成品库存 190.59 亿元，降低 7.41%。 

2020 年轮胎主要指标同比增幅对比状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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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轮胎行业发展趋势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国内轮胎工业发展优势依然。轮胎工业是一个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和规模经

济特点比较明显，处在转型升级中的离散型传统加工业。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具有

国内市场空间大，有利于满足规模经济；上下游产业链完备，有利于成本控制和进步；劳动力资

源质量好、数量大;国内政治政策稳定有利企业发展等关键优势和条件。 

（2）轮胎产业集中度增强。我国轮胎企业众多，但轮胎企业产销规模普遍较小。作为制造行

业，轮胎工业的规模效应十分明显，企业规模小导致企业缺乏规模优势。据统计，纳入统计部门

监测的轮胎工厂从过去的 500 多家已下降到 230 家左右，通过 CCC 安全产品认证的汽车轮胎工厂

从 300 多家减少到 225 家。未来，随着整合的进一步加速，企业资源有望得到更合理的分配，整

个行业的生态，也将向着更健康的模式发展。 

（3）“走出去”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近年来，中国轮胎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多家企业

宣布海外建厂或者新增海外工厂，助推全球化布局。赛轮集团越南工厂，玲珑轮胎、中策橡胶、

森麒麟轮胎、双钱轮胎泰国工厂，福临轮胎马来西亚工厂，产能纷纷呈现两位数释放；贵轮越南

工厂、江苏通用和浦林成山泰国工厂、玲珑轮胎塞尔维亚工厂都在全面开建，肇庆骏鸿马来西亚

关丹工厂也开始破土动工。 

（4）绿色环保要求更严格。汽车及轮胎对环境的影响也受到更多的关注，比如欧盟对汽车二

氧化碳排放的要求、欧盟标签法对轮胎滚动阻力的要求、PEACH 和其他法规等对于绿色环保生产

方面要求及轮胎回收使用等要求，这些都给上下游产业的生产、产品设计及原材料提出了更高的

技术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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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297,414,008.63 4,061,840,218.59 30.42 3,203,993,283.95 

营业收入 3,073,687,238.21 2,729,999,753.78 12.59 2,439,352,36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2,526,540.95 152,239,509.30 -32.65 205,360,8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7,617,961.45 111,332,023.82 -30.28 179,584,03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61,045,264.21 1,704,346,890.33 3.33 1,526,762,93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5,491,203.66 196,621,093.97 -194.34 321,395,561.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53 -33.96 0.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51 -27.45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93 9.47 

减少3.54个百分

点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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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11,530.92 711,101,694.84 846,534,066.34 993,839,94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231,665.94 46,606,590.31 38,269,179.49 24,882,43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7,567,642.92 27,404,482.22 19,231,680.86 38,549,44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1,546,559.28 31,470,684.14 94,552,150.22 -383,060,5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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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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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勇 0 111,384,000 38.42 111,384,000 质押 53,496,779 境内自然人 

窦宝森 0 61,898,440 21.35 61,898,440 质押 55,871,413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16,909,100 5.83 16,909,1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郑洪霞 0 7,280,000 2.51 7,280,000 质押 5,096,000 境内自然人 

诸城市义和

车桥有限公

司 

30,000 4,930,000 1.70 4,93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山东大业股 0 3,180,500 1.10 3,180,500 无   境内非国有



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法人 

淄博创新资

本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0 2,337,100 0.81 2,337,1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庆峰 1,104,182 1,104,182 0.38 1,104,182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苓 866,100 994,900 0.34 994,900 无   境内自然人 

南昌红土创

新资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

司 

-2,050,000 926,680 0.32 926,68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窦宝森、窦勇系父子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深创投分别持有南昌

红土和淄博创新 10%和 28.57%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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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3,073,687,238.2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59%，实现净利润



102,526,540.9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2.65%。虽然销售收入增长，但是由于受原材料和人工成本

上涨、公司产品价格上涨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产品的毛利率和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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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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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5 户。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合并报表范围 

直接 间接 小计 

诸城市金亿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2020 年度全部财务报表 

诸城市宝成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2020 年度全部财务报表 

诸城大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2020 年度全部财务报表 

大业（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2020 年度全部财务报表 

山东省智汇谷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100%  100% 100% 

2020 年 7-12 月全部财务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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