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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使用计划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898.50 万元（含 200,898.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越南年产 3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100

万套全钢子午线轮胎及 5 万吨非公路轮胎

项目 

301,053.00 140,898.50 

2 柬埔寨年产 9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 228,963.00 60,000.00 

合计 530,016.00 200,898.50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资

金需求和轻重缓急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低于拟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

以自筹资金等方式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介绍 

（一）越南年产 3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100 万套全钢子午线轮胎

及 5 万吨非公路轮胎项目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赛轮（越南）有限公司，建设地点位于越南西宁省鹅油县

福东社福东工业园。项目总投资 301,053.00 万元（折合 45,614.00 万美元），新建

密炼车间、轮胎生产车间、立体仓库等，并将采用先进成熟的生产技术，引进部

分关键设备，配备国内成熟的工艺设备。本项目建成后，年产 300 万条半钢子午

线轮胎、100 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 5 万吨非公路轮胎。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1）实施全球战略布局，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 

世界轮胎前 10 强的轮胎企业基本上都是跨国企业集团，它们的工厂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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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大洲，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技术实力和市场，在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

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战略。轮胎企业的大型化、跨国化、集团化已经成为当今

轮胎产业发展的总趋势。 

近年来国际知名轮胎企业纷纷抢占国内轮胎市场，国内轮胎企业多处于价值

链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制造技术落后，受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影响，利润微

薄，竞争压力巨大。越南工厂一期、二期已经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投产，并

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利用越南工厂现有资源与

销售网络；同时，有效利用越南政府出台的对外资投资的优惠政策，以进一步实

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 

（2）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及国外市场贸易壁垒不断增加 

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方面，随着我国交通运输和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世界

轮胎制造中心向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转移，世界大型轮胎公司均已在我国境内建设

合资企业，国内轮胎企业因此而面临着国内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国外市场方面，2015年至今，受欧美等国家对我国轮胎企业实

行“双反”政策等因素影响，我国汽车轮胎总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已由2010年至

2014年期间的16.51%下降至3.02%，下降幅度很大，不断提高的国际贸易壁垒对

我国轮胎产业造成了重大不利影响。 

在上述两方面的竞争压力和贸易壁垒下，加大海外基地建设与布局，加快国

内优势产能向外转移，已成为国内轮胎企业有效应对相关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 

（3）扩充现有产能，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美国对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的双反税率最终裁决

落地，公司越南工厂双反税率在所有涉案中最低（反补贴税率为 6.23%，不存在

反倾销税率），本项目将新增年产 3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100 万条全钢子午

线轮胎及 5 万吨非公路轮胎，达产后公司海外基地的产能将进一步提升，更好地

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 

3、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项目符合国内外产业政策 

近年来，越南政府大力倡导支持橡胶资源深加工；西方国家和地区对越南等

国给予较中国更优惠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使之形成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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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在产业政策上，我国鼓励企业借助先进的生产方式对传统产业实现改造。

本次规划建设年产 3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100 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 5 万吨

非公路轮胎项目，符合两国的产业政策。 

（2）越南工厂已经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公司和越南工厂拥有先进的半钢子午线轮胎、全钢子午线轮胎及非公路轮胎

研发、生产技术、完整优秀的技术管理团队、享誉国内外的产品品牌、遍布全球

的市场销售网络以及丰富的建设管理工厂的经验。同时公司与美国固铂公司

2019 年合资建设的越南 ACTR 全钢工厂也于 2019 年 11 月份顺利投产，通过与

美企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越南轮胎生产基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越南工

厂一期、二期已经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投产，本项目属于扩产项目，越南工

厂已经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项目建成后将更好的满足全球市场的需

求。 

（3）项目背靠原料基地，产品市场需求广阔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天然橡胶消费大国。天然橡胶等原材料的价格受

国际市场影响震荡剧烈，造成轮胎行业生产成本波动。天然橡胶是轮胎生产的主

要原材料，受气候、供需、贸易、汇率、材料生产周期等因素的影响。越南是世

界五大天然橡胶产地之一，越南工厂物流便捷，所处的福东工业园周边拥有 7,000

公顷隶属于越南橡胶公司的橡胶园及相应的天然橡胶加工厂，天然橡胶可在越南

实现本地采购，可降低采购成本。在劳动力方面，越南一直被视为东南亚最具发

展活力的国家之一，该国拥有大量劳动适龄人口，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吸引着众

多外企前往投资。目前公司的订单充足，此次新增的年产 3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

胎、100 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 5 万吨非公路轮胎项目可更好的满足公司的全球

市场订单需求。 

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与投资概况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新建密炼车间、轮胎生产车间、立体仓库等，并将采用先进成熟的生

产技术，引进部分关键设备，配备国内成熟的工艺设备。项目建成后，年产3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10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5万吨非公路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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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位于越南西宁省鹅油县福东社福东工业园，实施主体为赛轮（越南）

有限公司，建设期为36个月。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301,053.00万元（折合45,614.00万美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40,898.50万元（含140,898.50万元），总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人民币） 投资额（美元） 所占比例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35,884.00 5,437.00 11.92% 

2 设备购置费 193,822.00 29,367.00 64.38%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9,807.00 3,001.00 6.58% 

4 流动资金 47,774.00 7,238.00 15.87% 

5 建设期利息 3,766.00 571.00 1.25% 

 总投资 301,053.00 45,614.00 100.00% 

注：上表中计算投资额时外汇比价按 1 美元兑换 6.6 元人民币计算 

（4）项目效益评价 

本项目预计年均实现营业收入284,706万元，实现年平均净利润约60,395万元，

项目所得税后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8.17%，项目税后投资回收期为5.55年。 

（5）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次募投项目已于2021年5月19日在国家发改委完成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取

得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核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21】

409号）；并于2021年9月8日取得青岛市商务局换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

外投资证第N3702202100085号）。 

（二）柬埔寨年产 9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 CART TIRE CO., LTD，建设地点位于柬埔寨柴桢省柴桢

市 1 号齐鲁（柬埔寨）经济特区。项目总投资 228,963.00 万元（折合 35,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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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新建密炼车间、轮胎生产车间、办公用房等，并引进部分关键设备，

配备国内成熟的工艺设备。项目建成后，年产 9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

力。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1）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号召，持续推进公司全球化布局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

度融合。柬埔寨作为“一带一路”国家，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在地柬埔寨

齐鲁经济特区坐落于柴桢省柴桢市，地处东南亚佳通枢纽的位置，距离越南工厂

距离不足80公里，交通便利。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号召，选择

在柬埔寨投资新建工厂，是继公司在越南建设工厂后的海外第二国工厂，持续响

应了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号召，进一步推进公司全球化布局。 

（2）布局海外第二工厂，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 

公司目前主要的生产基地位于国内的青岛、东营、沈阳、潍坊，在国外，投

资新建的越南工厂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进一步提升海外产能，公司选择

在柬埔寨新建 9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海外基地的

产能；同时，为了更有效的应对公司产品的主要进口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公司仍

需要在越南以外的其他区域建立工厂，本项目实施主体为 CART TIRE CO., LTD，

位于柬埔寨，将会分散公司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3）加速海外产能建设，降低国内竞争风险 

随着我国交通运输和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世界轮胎制造中心向亚洲特别是

中国的转移，世界大型轮胎公司都已在国内建设合资企业，且主要发展子午线轮

胎，国内轮胎企业都将面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本项目将在柬埔寨新建 

9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有利于降低公司的国内竞争风险。 

3、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项目背靠原料基地，与越南项目实现优势互补 

柬埔寨是世界第六大天然橡胶产地，2019 年柬埔寨橡胶出口量为 28.21 万吨，

同比增长 30%，主要出口国家为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根据预测 2021

年的橡胶出口量将突破 30 万吨。柬埔寨政府跟随越南政府政策，同样大力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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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橡胶资源深加工。本项目将利用柬埔寨原产地优势再结合越南工厂原材料的

采购渠道优势进一步的降低采购成本，实现和越南工厂的资源优势互补。 

（2）公司已经具备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与运行经验 

公司越南工厂一期、二期已经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投产，并产生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本项目选择在柬埔寨，与越南工厂的实际距离不足 80 公里，交通

便利，未来两大海外生产基地可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快速形成有效产能，形成强

有力的协同效应。同时，项目将充分利用越南工厂的建设与运营经验，项目建成

后将扩大公司的半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更好的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与投资概况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新建密炼车间、轮胎生产车间、办公用房等，引进部分关键设备，配

备国内成熟的工艺设备。项目建成后，年产9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 

（2）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位于柬埔寨柴桢省柴桢市 1号齐鲁（柬埔寨）经济特区，实施主体为

CART TIRE CO., LTD，建设期为24个月。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228,963.00万元（折合35,225.00万美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60,000.00万元（含60,000.00万元），总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人民币） 投资额（美元） 所占比例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30,172.00 4,642.00 13.18% 

2 设备购置费 149,647.00 23,023.00 65.36%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153.00 3,100.00 8.80% 

4 流动资金 26,000.00 4,000.00 11.36% 

5 建设期利息 2,991.00 460.00 1.31% 

 总投资 228,963.00 35,225.00 100.00% 

注：上表中计算投资额时外汇比价按 1 美元兑换 6.5 元人民币计算 

（4）项目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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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预计年平均实现营业收入216,315万元人民币，实现年平均净利润约

36,994万元人民币，项目所得税后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6.60%，项目税后投资

回收期为6.77年。 

（5）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次募投项目已于2021年9月2日在国家发改委完成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取得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核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21】

708号）；并于2021年12月23日取得青岛市商务局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

外投资证第N3702202100125号）。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轮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轮胎循环利用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以及轮胎贸易业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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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机械、特种车辆等领域。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发行有利于进一

步促进公司全球化布局，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为公司

的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公司资

产负债率将有所提升，资金实力得到增强。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

净资产规模将逐步扩大，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公司偿债能力将逐步增强。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将有

所增加。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也将有所增加。随着

项目的实施，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将逐年提升，公司现金

流状况和经营情况将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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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前景，项目建成后，将

满足快速增长的产品市场需求对公司产能的要求，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可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形成有力支

撑，增强公司未来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与公司现有主

营业务精密相关，并通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同时，项目的投资建设有利

于进一步促进公司全球化布局，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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