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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IRSG关于经济增长的标准预测，全球合成橡胶
（SR）在2016年将保持2.6%的增长，而2017年则
将保持超过2.6%的增长，但在2018年增长将略微
降低至2.2%。

2016-2022年期间，IRSG预测合成胶的需求增速
降略高于天然橡胶。然而同时在IRSG的下行预测
中，合成胶需求在2016年、17年将均保持1.8%的增
长。

天胶的需求不仅受益于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同时价
格变动还将刺激更多需求。

表3.1: 世界轮胎产量 (单位：百万条)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国际基金组织
预测

1738 1762 1807 1873 1945 2006

% 增长 4.6 1.4 2.5 3.6 3.9 3.1

下行预测 1738 1762 1803 1860 1931 1988

% 增减 4.6 1.4 2.3 3.2 3.8 3.0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国际基金组织
预测

2062 2119 2185 2246 2312 2381

% 增长 2.8 2.8 3.1 2.8 2.9 3.0

下行预测 2042 2098 2167 2224 2291 2353

% 增减 2.7 2.7 3.3 2.6 3.0 2.7

川普或将主导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
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如果美国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贸易政策将如何发
展的长篇分析。文章分析指出，如果川普于今年11
月当选美国总统，他将很快推行关税政策，将进口
自中国的产品贸易税提升至最高45%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半钢胎进口处境，认为贸易税政
策将不会起到良性作用，甚至可能会引来中国的反
击。而中国生厂商比起美国对手来说却更加灵活。

以轮胎为例，税收将立刻对中国进口的轮胎产生冲
击，但这一部分市场将立刻被其他国家的产品重新
占据，同时中国企业也将海外布局产能。

亚洲经济学家、前里根政府贸易协调员 克莱德·普
雷斯托维茨表示：“当我们征收关税的时候，进口商
品的渗透力将非常强，若想抓住竞争力根本性的变
革机会将为时已晚。”
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la-fi-tariffs-trade-analysis-20160724-
snap-story.html

调查揭露美国公路上的非法卡车轮胎
使用现状
每年，美国商业汽车安全联盟（Commercial Ve-
hicle Safety Alliance）都会对全美的卡车进行调
查。该调查叫“公路检查”，是一种在警察和其它执
法官员所开展例行检查以外的一类检查。

今年，该调查于6月7-9号进行，重点对美国卡车轮
胎进行检查。调查结果发现轮胎花纹深度对全美来
说是重要事项。

在三天之内，联盟共计进行了57404次调查，较以
往的36000次强度有所提高。在5.7万次检查中，共
有5203条轮胎存在问题，约总体占9%。

分解这5203条问题样本来看，共有2222条轮胎被

第1节 -前景 证实花纹深度低于后轮／驱动轮标准的2/32英寸，
占43%。有246条前轮轮胎被证实低于规定的4/32
英寸。另外743条明显属于漏气或胎压不足；另外
641条属于漏气或轮胎帘子布受损；还有518条属于
花纹或胎侧分析。
http://www.truckinginfo.com/news/story/2016/07/tread-depth-viola-
tions-highlight-tire-focused-roadcheck.aspx

IRSG预测橡胶低增长
全球橡胶消费量在2015年仅增长1.2%，明显低于
1961-2013年期间平均3.6%的增长率，也低于2014
年3.1%的增长率。

橡胶在2015年的低增长将影响2016-2018年的橡
胶行情。在橡胶行情趋于稳定之前，仍会导致适当
的反弹。

关于本出版物
本报告旨在帮助中国轮胎行业人士了解国际、尤其
是欧洲轮胎业的重要情报。

我们公司一直在跟踪中国轮胎行业的发展并于每
周刊发报告，让西方管理人员深入了解了中国轮胎
行业的发展现状。

这项研究会部分涉及中国媒体对于全球轮胎行业
的报道。我们在其中注意到，中国媒体对于西方行
业发展的报道深度、广度是远远不够的。

通过同很多中国行业人士交流，我们发现中国对国
际轮胎行业的信息，尤其是官方、政府渠道之外的
信息渠道存在强烈需求。

关于作者：本报告由大卫•肖编译。

肖先生通过领英网广泛发布轮胎行业文章。对全
球轮胎行业开展长达30年最高级别的调研分析。
他制作市场研究分析，发布每周资讯报告，并组织
全球会议。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TireIndustryRese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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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厂家结合自身卡车出厂价，共同拟定“整体价格
清单”，从而形成卡车市场的整体基准价。而最终销
售价格将根据国家或区域不同，在基准价上进行调
整。

• 针对欧盟不断提高的环保标准，各厂商共同
操控对中型、重型卡车产品环保技术的引入时机。

• 向消费者转嫁应对欧盟环保排放技术的开发
成本（欧III及欧VI）

• 对各企业的罚款细节如下:

 

因配合调
查所获得的
罚款减免
比例

因接受处罚
而获得的罚
款减免比例

罚款金额
(€)

曼 100% 10% 0

沃尔沃／
雷诺

40% 10% 670,448,000

戴姆勒 30% 10% 1,008,766,000

依维柯 10% 10% 494,606,000

道夫 10% 752,679,000

合计 2,926,499,000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2582_en.htm

一步降低

智能轮胎将搭载芯片技术，尤其是那些无人驾驶汽
车或客车车队的轮胎将使用

将会有环保相关技术被应用在轮胎产业，比如用生
物量（有机物）来制造橡胶。

轮胎设计将趋向大直径，更小宽度。电动车配套的轮
胎将尤其明显。

轮胎设计中将大量使用数据模型来推测轮胎性能，
缩减开发时间和成本。

延展技术将更被重视：包括缺气保用轮胎，自封胎，
实心胎等。
https://www.bridgestoneamericas.com/en/newsroom/press-releas-
es/2016/bridgestone_s-vision-of-the-future-of-the-tire-industry

欧盟向卡车制造商垄断行为开出29.3亿
欧元罚单
日前，欧盟委员会查明，欧洲的卡车制造商，包括德
国曼卡（MAN）、沃尔沃、雷诺、戴姆勒、依维柯、荷
兰道夫（DAF）多家企业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

这些卡车制造商已经联合操纵卡车价格长达14年之
久，同时将企业因应对相关环保标准而产生的成本
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欧盟委员会为此开出了记录性
的2929499000欧元的罚单。

德国曼卡因向委员会揭露了此垄断联盟的信息，将
被免除本次罚款。

同时，所有相关卡车制造商都承认参与垄断联盟并
接受处罚。

该处罚决定于7月19日公示，主要关联市场为：中型
卡车（6-16吨）和重型卡车（大于16吨）市场。

经委员会调查，这几家卡车制造商垄断行为主要包
括：

• 针对欧洲经济区（EEA）的中型、重型卡车，
协商“整体价格清单”

普利司展望轮胎行业未来

普利司通美国公司归纳了将影响未来轮胎行业的关
键，位于俄亥俄州阿克隆市的普利司通美国，原配市
场副总裁史蒂夫查理斯（Steve Charles）将这六个
决定性因素罗列如下：

• 技术先进性

• 政策变化

• 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 自动驾驶的潮流

• 全球人口变动

• 社交行为的变革

普利司通在环保领域最先作出的工作就让轮胎减
重，同时增强轮胎循环利用技术。截止到2050年， 
普利司通计划让产品实现完全可持续的回收。

普利司通在轮胎研发过程中，尝试更多的采用电脑
建模，如此优点之一就是缩减新轮胎研发并投向市
场的周期。

如查里斯所说，不久以后轮胎或有如下变化：

轮胎品类集中化—产品更大众化的趋势将变成可
能。

不论产品本身性能如何，轮胎的性能属性都将贬
值。

应对燃油经济性及其它碳排放规定，轮胎滚阻将进

第1节 -前景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2582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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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 遵守国际森林保护法
• 完整的保护留存原始森林
• 对由HCV网络(https://www.hcvnetwork.org/)
认定为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进行全面保护。

保护留存高炭储量（HCS）指导小组（(http://high-
carbonstock.org/)）认定区域， 
http://michelinmedia.com/c6/zero-deforestation/
http://michelinmedia.com/site/user/files/1/SUSTAINABLE-NATURAL-RUB-
BER-POLICY_VD.pdf

通伊欧轮胎支持可持续天然橡胶倡议
通伊欧轮胎橡胶公司表示，他们将自愿参与可持
续天然橡胶倡议，该倡议是由国际橡胶研究集团
（IRSG）为保障天胶作为可持续自愿而提出的。

通伊欧轮胎集团已将“与商业伙伴合作”作为他们实
现社会责任的首要议题，制定了“通伊欧轮胎集团采
购指南”并分享给合作伙伴。参与可持续天胶倡议可
帮助公司在为天胶经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同时，
加强企业在整个供应链方面的社会责任工作。
http://www.toyo-rubber.co.jp/english/news/2016/160617.html

废旧轮胎橡胶用于3D打印
美国加州的工作室Emerging Objects，是一家不断
开发各种3D打印材料、技术的公司。近日，这家公司
首次成功利用废旧轮胎作为原材料打印产品。创造
出利用废旧轮胎进行3D打印的流程。

他们为此开发了一种专门的配方，可以将回收的轮胎
通过低温分解，形成超细的橡胶粉。

该公司认为这种材料可以用来制作3D打印户外家
具、也可以作为建筑外立面构件的板材，甚至可以用
作声学或者消音材料等。
http://www.emergingobjects.com/project/rubber-pouff/

爱尔兰部门中止关于废旧轮胎自愿申报规定
日前，爱尔兰住建规划部部长及地方政府废除了轮
胎及汽车生产商在轮胎回首方面的自律性规定。这

米其林承诺将执行森林零砍伐政策

米其林已成为第一个承诺在生产中对森林零砍伐的
轮胎制造商。这意味着米其林将对进入工厂的全部
橡胶采用全程溯源，确保没有不适宜渠道或私人小
型种植园的橡胶流入工厂。同时，米其林还在世界上
很多地方推行森林保护计划。

米其林表示，“史上，橡胶产业供应链还从来没有对
全球600万胶农的种植行为进行全程跟踪。集团目
前还不能预测这一政策实施将花费多久时间，然而
基于集团在2015年相关试点中的结果推测，截止
2020年，至少可以实现80%的天较全程监控”

米其林将本次承诺以“天然橡胶可持续发展政策”为
题发布，包含如下内容：

基于互利原因，集团将保证工厂所用橡胶都将专门
来自于那些完全信守如下“零毁林”原则的橡胶种植

第2节 - 可持续发展 一决定起因为，政府发现近半数汽车维护点并没有
正确的回收轮胎。

此项自愿申报政策由2007年开始实施，根据当时相
关的讨论，轮胎企业已经被警告若不能自律的处理
废旧轮胎，将采取强制措施。
http://www.thetimes.co.uk/article/tyre-makers-hit-the-skids-with-cov-
eney-3nmxz02mm

回收轮胎可增强土壤排水
加拿大达尔豪斯（Dalhousie）大学的一项最新成果
表明，在建筑工程中使用轮胎派生材料（TDA）能有
效改善土壤排水并吸收震动。

轮胎派生材料（TDA）是由不能再被使用的轮胎制
作而成，轮胎使用完后被切成大约75mm的碎块。
http://www.dal.ca/news/2016/07/20/revolutionizing-construction.html

废旧轮胎橡胶可从新充当铁路路基
西班牙的铁路工程师
发现，废旧轮胎可以帮
助提升铁路路基的性
能。

目前，将碎石和轮胎派
生材料（TDA）混合起
来的新材料已经在安
达卢西亚的Almorai-
ma-Algeciras ADIF
线路进行了测试。

同时，研究者发现这种
材料可以有效吸收火车
运动所产生的震动，较

少轨道噪音。同时，橡胶废屑也可以减少石块的破
裂和碎化。
http://phys.org/news/2016-07-material-trackbeds-incorporates-rub-
ber-ty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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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投资”与“停产”
阿波罗轮胎匈牙利工厂将在2017年初投产
印度轮胎制造商阿波罗轮胎表示其在匈牙利的半钢
胎工厂建设正按进度进行。有望在2017年一季度实
现投产。

公司表示他们还会为新工厂追加4亿欧元投资。
http://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todays-paper/tp-news/apollo-tyres-
to-open-unit-in-hungary-by-next-year/article8863351.ece

米其林增加巴西农用胎工程

米其林计划对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大坎普工厂投资，
增加高性能农业轮胎产能。

公司没有披露产能及投资规模等细节。

米其林表示，新轮胎将使用Ultraflex技术，由芳纶
和尼龙的组合纤维进行增强。该技术将帮助轮胎以
低气压行驶，由此帮助农品减少轮胎对耕地的损害，
增加单位产量。Ultrafelx科技同时还能帮助农民在
田间公路驾驶时，保证轮胎的寿命不受影响。
http://agricola.michelin.com.br/br/Homepage-content/NOTICIAS-MICHE-
LIN-AGRICOLA-NO-BRASIL/PNEUS-AGRICOLAS-DE-TECNOLOGIAS-MICHE-
LIN-SERAO-FABRICADOS-NO-BRASIL

米其林在墨西哥建设大型轮胎工厂
米其林正计划在墨西哥将设大型工厂，用于生产高
档半钢胎和轻卡胎，预计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投
产。

米其林位于墨西哥瓜纳华托州莱昂市的新工厂，目前
是集团在北美第21家、全球第69家工厂。

该厂区占地面积14万平米，预计投资4.5亿美元，有

望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建设。初期工厂阶段，计划
年产4-5百万高性能轮胎。其中大部分都用于配套
轿车和轻卡整车制造商。工厂选址原因也是因为距
离墨西哥18家整车企业只有三小时车程。
http://michelinmedia.com/c6/michelinannouncesnewfacilityinmexico/

马牌轮胎回归农业胎市场

马牌表示，他们将投资4990万欧元，来新建高档农
用子午线轮胎生产工厂。新工厂将与葡萄牙Lousa-
do的现存轮胎工厂靠近。

投产后，预计增加125个就业岗位。马牌于2004年
将其OTR业务出售给捷克Mitas／CGS公司。其中
销售合同规定：允许Mitas拥有15年的马牌品牌使
用权，直到2019年.

然而，随着Mitas被Trelleborg收购，该协议将提前
两年，于2017年底截止。

这意味着马牌从明年开始可以销售自己高档品牌制
造的轮胎。

马牌同时表示，将投资2500万欧元来在葡萄牙
Lousado新建研发中心。该中心将推动马牌在农用
市场的新产品研发，同时将与德国汉诺威总部保持
紧密联系。

初期，该区域将雇佣的五位工程师，同时计划再招
聘10名有高技术水平的工程师。
http://www.continental-tires.com/specialty/media-services/news-
room/20160630-radio-agricultural-production

住友橡胶，在巴西建设全钢胎工厂
住友橡胶工业，计划在公司巴西工厂着手生产邓禄
普牌卡客车胎。该工厂规划将服务于巴西国内市
场。

住友计划投资约9500万美元，用于为住友橡胶目前
在“巴西，巴拉纳州的Fazenda Rio Grande 工厂”
，购买新的设备。该工厂预计在2019年3月投产卡客
车胎。预计初期日产能500条／天。

该现存工厂与2013年10月投产生产半钢、轻卡胎。
截致2015年底达到日产能15000条。

住友工业目前向巴西国内市场进口全钢胎，该区域
市场的轮胎需求预计每年增加2%。
http://www.srigroup.co.jp/english/news/2016/2016_062.html

佳通轮胎将扩大美国研发中心

目前，佳通集团正计划让美国研发中心规模翻倍，
从而为佳通南卡罗莱纳州的轮胎工厂提供支持。该
研发中心于2015年在美国尤宁敦（Uniontown）建
成。

该中心，是新加坡佳通在全球中国、印度、英国、德
国 、美国的五个研发中心之一。

研发中心负责人Hamid Aboutrabi表示：中心拥有
电脑辅助设计技术，同时具有轮胎测试能力。下一
步，中心计划增加研发人员和及测试设备。

佳通并未透露员工具体数字，仅表示该研发中心将
快速增长，规模讲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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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ts.com/en/about/news/MTS_2014141

LG化学投资3.5亿美元用于弹性体生产

周一，LG化学表示，计划投资4000亿韩币（3.517亿
美元），来增加一定数量的弹性体产能。

本次投资中，位于忠清南道省大山的LG生产工厂的
厂房建设投资将大于设备投资，新建生产线将达到
每年20万吨的产能。

公司表示，这将是国内最大的弹性体生产线。

公司目前年产9万吨弹性体，包括BR、E－SBR、S－
SBR、NBR以及SBS苯乙烯类嵌段共聚物。本次扩
产预计2018年投产后，公司将具备年产29万吨弹性
体的产能。公司暂未透露本次扩张将具体生产的产
品类型。
http://m.koreatimes.co.kr/phone/news/view.jsp?req_newsidx=210255

43.63%股权。公司在伊斯坦布尔上市，约保持10%
的公众持股。
http://www.ebrd.com/work-with-us/projects/psd/brisa-tyres.html

印尼Multistrada公司将增加半钢胎产能
印尼轮胎制造商Multistrada公司（PT Multistrada 
Arah Sarana Tbk），计划在2016年实现“10%-15
％的利润增长。而据英国《轮胎配件》杂志（T&A）
报道，增长计划将主要通过更高的出口量来实现。

杂志援引Multistrada公司总裁Pieter Tanuri先
生： “Multistrada计划同时增加半钢胎和摩托车胎
的产能”

杂志表示，公司目前已经拥有2.85万半钢，1.6万摩
托车胎的产能。

2015年公司完成680万半钢胎销售，同比下滑12%
。

2014年，公司完成330万摩托车胎销售、同比下滑
3.3%。半钢出口更是下滑14%.

Multistrada本次3000万美元的贷款计划，将会让
公司半钢胎日产能增加3500条，至3.2万；同时将摩
托车胎日产能提升2000条，至1.8万条。
http://www.tyrepress.com/2016/07/multistrada-to-increase-produc-
tion-capacity-despite-lower-car-tyre-exports/

汽车工程研究院已购买Flat-Trac系统
MTS表示，已经将其最先进Flat-Trac道路滚阻系统
出售给中国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采购该系统，旨在用
于配备给位于重庆的汽车风洞试验中心。此系统将
会被整合在空气动力试验室中。

通过系统与风洞的链接，中汽工程院的研究人员将
能对对车辆开展一系列综合测试，测试空气流在轮
胎滚动过程中的空气动力效应以及车辆及道路表面
之间的效应，模拟真实情况。

此举将帮助汽车更好的优化外观，较少阻力，增加燃
油经济性，减少碳排放并且降低噪音。

http://www.crainscleveland.com/article/20160625/NEWS/160619967/giti-
tire-to-expand-uniontown-rd-center

Gajah	Tunggal计划扩张全钢胎产能
与佳通关系紧密的印尼Gajah Tunggal公司，正在
计划扩张其在印尼的卡客车轮胎产能。早在2016年
5月，公司曾表示将投资8000万－1亿美元用于增加
产能，但截至目前还没给出具体方案。

目前，公司表示将投资3000-4000万美元，用于增
加卡客车轮胎产能，填补美国对华双反后产生空缺
的市场。其余的4000-5000万美元投资则将用于
目前设备的日常性维护。

评论：很多轮胎企业的投资预算都包含了已有设备
的维护成本与新增产能投资两部分。

目前Gajah Tunggal拥有日产能：5.5万半钢胎，9.5
万力车胎以及1.4万内胎。据报道开工率在70%
－80%左右。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p=158414

BRISA（普利司通-萨巴奇）将增加半钢产能
土耳其萨巴奇（Sabanci）公司与日本普利司通的合
资公司BRISA，日前已向欧盟重建开发银行申请了
1.5亿美元的贷款。

公司表示此贷款将用于投资全新的半钢胎工厂，同
时扩张现有全钢产能。

公司在相关文件中提到“项目计划在土耳其阿克萨
赖省（Aksaray）建设全新半钢胎工厂，预计年产达
轿车和轻卡胎共420万套。

同时公司还将扩张现有的伊兹米特（Izmit）工厂的
卡客车胎产能。项目总计投资预计3.3亿美元。

BRISA是由普利司通和萨巴奇控股（Haci Omer 
Sabanci Holding A.i.）共同在土耳其投资的，专
门从事橡胶轮胎制造、营销、销售的公司。双方各占

第3节-“投资”与“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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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 顶级轮胎生产商
普利司通任命EMEA地区新CEO
日前，普利司通任命保罗法拉利（Paolo Ferrari）先
生为集团EMEA（欧洲、中东、非洲）地区的新任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将常驻于比利时扎芬特姆，同时
他本人还是普利司通欧洲公司的董事会及执行委员
会成员。

在加入普利司通之前，法拉利先生在陪耐力工作，曾
任倍耐力拉美区域的首席执行官，再之前还担任倍
耐力北美区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http://www.bridgestone.eu/corporate/press-releases/2016/07/new-pres-
ident-and-chief-executive-officer-for-bridgestone-europe-middle-east-
and-africa/

普利司通开发车队联网解决方案
为了进一步为传统轮胎拓展新的业务模式，普利司
通在巴西尝试为车队管理者提供轮胎状况数据服
务。

在七月中旬，普利司通表示正在验证通过其自身又
有的一种叫“Tirematics™”的IT技术，与里约热内卢
快速巴士公司（BRT）开展合作。

该系统利用传感器来测量胎压以及温度信息，通过
蜂窝网络传输数据。将允许车队经理通过远程监控
装置，对轮胎状况进行检测并了解车辆位置。
http://www.bridgestone.com/corporate/news/2016071301.html

普利司通高层变动

日前普利司通宣布，其美洲公司总裁兼CEO Gary 
Garfield将于2016年12月31日正式退休。同时，普利
司通北美公司将借此机会大范围调整管理层。

普利司通美洲公司的首席运营官Gordon Knapp，
将自2016年9月1号起就任美洲公司总裁兼CEO。
而公司现任首席财务官William Thompson将接替
Knapp首席运营官职务。

前任总裁Garfield先生在年底前将继续担任公司新
管理层顾问职务。同时，他也将于8月31日在普利司

通集团（普利司通美洲母公司）卸任副总裁一职。

同时，普利司通欧洲的董事长兼CEO Eduardo Mi-
nardi先生，将成为普利司通美洲公司董事长。
http://www.bridgestone.com/corporate/news/2016072801.html

马牌向沃尔沃概念卡车提供轮胎配套
马牌轮胎是沃尔沃概念卡车项目的官方轮胎提供
商，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旨在，通过研发，大幅度增加
未来卡车的运输效率，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该项
目将重点研发卡车整车同时，还包括卡车拖车。

在联合开发过程中，概念卡车的转向轴与驱动轴
均配套了马牌315／70 R22.5轮胎，而拖车则配备
385/55 R22.5轮胎。
http://www.continental-tyres.co.uk/truck/media-services/news-
room/20160721volvoconcept

固特异公布第二季及上半年财报
固特异近日发布财报，财报期间销量和利润率都有
显提高，但上半年收入同比－2%，或预示产品价格
下降。

(单位：百万 ) 第二季度 上半年
2016 2015 2016 2015

经销售额 $3,879 $4,172 $ 7,570 $ 8,196

销售成本 2,813 3,027 5,514 6,093

销售、管理和整体
费用

593 648 1,208 1,256

生产合理化 48 46 59 62

利息支出 104 110 195 217

其他(收入) 支出 20 13 26 (119)

税前收入 301 328 568 687

美国及国外税款 93 120 171 243

净收益 208 208 397 444

中小股东净收益 6 16 11 28

固特异净收益 $ 202 $ 192 $ 386 $ 416

美洲 第二季度 上半年
(单位：百万) 2016 2015 2016 2015

轮胎 18.8 20.0 36.8 39.2

销售 $2,090 $2,416 $4,041 $4,659

区域运营收入 291 358 551 606

区域运营利润率 13.9% 14.8% 13.6% 13.0%

欧洲，中东和非洲 第二季度 上半年
(单位：百万) 2016 2015 2016 2015

轮胎 15.4 14.8 31.6 30.7

销售 $1,261 $1,265 $2,512 $2,596

区域运营收入 148 108 228 181

区域运营利润率 11.7% 8.5% 9.1% 7.0%

亚太区域 第二季度 上半年
(单位：百万) 2016 2015 2016 2015

轮胎 7.3 6.0 14.6 11.7

销售 $528 $491 $1,017 $941

区域运营收入 92 84 171 151

区域运营利润率 17.4% 17.1% 16.8% 16.0%

https://corporate.goodyear.com/en-US/media/news/goodyear_reports_
second_quarter_first_half_results_2016.html

米其林发明子午线轮胎70周年
1946年，米其林发明了子午线轮胎，在那之前，轮胎
主要是交联或斜交结构。

1946年，米其林工程师创新性的在斜交结构上进行
改进，将与胎体帘线角度成90°相交。

这样轮胎基础地面的部分将能提供更强抓地力，胎
侧在保持灵活的基础上可以提供更强的支撑以及更
舒适的驾驶感受。同时轮胎形变更小，损失更少能
量，增加燃油经济性。

就是这项发明，让米其林由一个小型地区性公司成
长为国际性公司。

由于美国轮胎企业在子午线轮胎普及速度较慢，米

http://www.bridgestone.com/corporate/news/2016072801.html
https://corporate.goodyear.com/en-US/media/news/goodyear_reports_second_quarter_first_half_results_2016.html
https://corporate.goodyear.com/en-US/media/news/goodyear_reports_second_quarter_first_half_results_2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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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集团任命商用专业轮胎业务总经理
2016年7月1日，艾诺，施
塔滕（ Enno Straten）先
生正式就任大陆集团商用
专业轮胎业务（CST）总
经理职务。

同时前任总经理迈克马腾
斯（Michael Maertens）
博士在去年离开公司，转
而专注于非轮胎行业项
目。

本次就任的施塔腾先生在大陆集团由17年工作背
景，将直接汇报给大陆集团商业商用胎业务部的副
总裁，Andreas Eser博士。
http://www.continental-tires.com/specialty/media-services/news-
room/20160623-enno-straten

建大轮胎北美研发中心举行开放日
台湾建大轮胎在美国阿科隆的技术中心举行了公众
开放日。这座占地4600平米的技术中心于2015年11
月在俄亥俄州的格林设立，距离阿科隆11英里。

截至目前建大已为该技术中心的设备等方面投资
250万美元，开业时雇用了18名员工，现在已增至25
人。

该中心是为美洲开发新产品及应用技术专门设立
的，建大计划在欧洲业设立同样的研发单位，他们已
经派出工程师Frits van der Steegen来负责此项
目。
http://www.tirebusiness.com/article/20160628/NEWS/160629936?tem-
plate=printart

阶段信息 净销售额 主营业务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率
单位: 百万欧元 H1 2016 H1 2015 H1 2016 H1 2015 H1 2016 H1 2015

轿车／轻卡胎销售 5,916 5,860 814 632 13.8% 10.8%

卡车胎及相关销售 2,907 3,068 288 293 9.9% 9.6%

特种业务 1,469 1,569 303 337 20.6% 21.5%

集团 10,292 10,497 1,405 1,262 13.7% 12.0%

半钢及轻卡胎 
2016上半年

（同比；以轮
胎数量统计）

欧洲，包
括俄罗斯
和独立体

欧洲，不
含俄罗斯
和独立体

北美 亚洲

（不包
括印
度）

南美 非洲、印
度、中东

合计

半钢及轻卡胎 原配市场

替换市场

+5%
+2%

+7%
+3%

+3%
+2%

+2%
+5%

-19%
-1%

+7%
+4%

+2%
+3%

卡车胎（包括子
午和斜交）

原配市场

替换市场

+5%
+5%

+6%
+5%

-12%
+2%

+1%
-5%

-25%
-1%

+13%
+0%

+0%
-2%

http://www.michelin.com/eng/media-room/press-and-news/press-releases/Finance/Financial-Information-for-the-Six-Months-Ended-June-30-2016

其林获得了在北美扩张的机遇。帮助米其林成为世
界上顶级轮胎生产商之一。
http://www.michelin.com/eng/media-room/press-and-news/miche-
lin-news/Passion/The-70th-anniversary-of-the-radial-revolution

米其林上半年销售数量降低但仍保持高额利润
米其林半年报显示，在上半年销量下降2.5%的情况
下，公司依然实现了销售、利润率方面的增长。公司
在上半总体上涨2.5%，在每个细分市场几乎都有所
增长。半钢胎与轻卡胎增长4%，全钢胎增长1%，特
种业务由2%的下降。

(但为：百万欧元) 2016

上半年
2015 

上半年
净销售额 10,292 10,497

经常性业务税息折旧及摊销前
利润 

2,085 1,913

经常性业务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率

20.3% 18.2%

经常性业务营业收入 1,405 1,262

经常性业务利润率 13.7% 12.0%

半钢／轻卡胎及相关销售 13.8% 10.8%

全钢胎及相关销售 9.9% 9.6%

特种业务 20.6% 21.5%

非经常性业务的运营收入 (51) (17)

运营收入 1,354 1,245

净利润 769 707

每股收益（欧元） 4.24 3.79

资本支出 623 632

净债务 1,719 1,798

财务杠杆率 18% 18%

员工激励 5,273 4,780

自由现金流 8 (219)

员工工资 112,400 112,600

第4节 - 顶级轮胎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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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湖轮胎股份出售
目前，锦湖轮胎债权人正在尝试通过出售股份来改
善财务状况。

早在2010年，公司的债务已经转换为股份，而目前，
银行正试图出售该部分股份，实现变现。前任债权人
目前拥有公司约42.1％的股份，银行计划最早于九月
公开发售股份信息，正式出售于明年一月开始

锦湖韩亚集团董事长朴三求表示他希望购买股份，
同时一些轮胎制造商也表示了强烈的购买意愿。

锦湖轮胎在中国有四个生产中心，在越南、美国还
各有一个。2015年，公司营业利润收入3910亿韩
元，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biz/2016/07/123_209584.html

正新总裁谈论玛吉斯国际化战略
日前，欧洲轮胎媒体采访了正新橡胶工业公司总裁
Robert Lo，和玛吉斯英国公司总经理McMartin。
两位对正新向欧洲市场专门设计的新系列轮胎进行
了介绍。

在埃森展期间亮相的M36+，可能是对欧投放新款
轮胎中最杰出的产品之一：“这是我们向欧洲市场投
放的第一款缺气保用轮胎。未来，人们会看见更多正
新投放至欧洲市场的优质轮胎。

Martin补充到“这款缺气保用轮胎已经在欧洲市场
销售，同时全季轮胎的销售效果也非常好”

原配轮胎业务也是玛吉斯的国际化目标之一“主要
汽车厂商已对我们的轮胎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中
我们与成熟配套品牌轮胎的对比情况是让人乐观
的，人们将更加重视我们在原配市场的定位”

两人补充道：“原配战略包括公司轮胎生产的多项环
节，设计到我们的历来的重点制造领域。我们希望在
两轮市场推行该战略。”
http://www.tyrepress.com/2016/07/cheng-shin-chairman-talks-maxx-
is-globalisation-strategies-on-reifen-stand/

EXA向横滨橡胶提供计算机空气动力模型

近日，专业从事计算机模拟的公司EXA宣布，横滨正
使用他们的软件来对轮胎进行先进的空气动力开
发。

EXA表示，它们的Power Flow软件可帮助横滨设计
胎侧翼片，以改善轮胎运行过程中周边的气动布局，
为轮胎节能安全提供帮助。
http://investor.exa.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972921

横滨橡胶完成对联盟轮胎集团的收购
东京－横滨橡胶集团宣布，已经在7月1日，完成对联
盟轮胎（ATG）集团的收购。横滨橡胶曾于今年5月
25日首次宣布收购联盟轮胎的协议。

联盟轮胎的业务将自本财年第三季度开始，纳入横
滨橡胶的合并财务报表。（财年第三季结束于2016
年12月31日）。同时公司也将尽快针对该举预计对公
司整年合并报表产生的影响进行公开。
http://www.y-yokohama.com/release/?id=2637&lang=en

第4节 - 顶级轮胎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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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上游原材料

日本旭化成将增加溶聚丁苯橡胶产能
日前，日本合成橡胶领先供应商，日本旭化成公司
（Asahi Kasei）正在筹备溶聚丁苯橡胶的扩产计
划。

旭化成正计划投资4740万美元来改造新加坡工厂，
预计2018年下半年让该工厂实现3万吨丁苯橡胶年
产能。扩产后，旭化成的国际产能提升至26万吨。

同时，公司还于6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设立了销售代
表处，将欧洲的销售员工数量翻倍，构建一个约十几
人的销售团队。

此外，公司还在日本三重县建设轮胎应用研发中心。
中心研发人员数十人，整合了之前公司遍布多地的研
发资源。

2015年，国际溶聚丁苯橡胶的需求量预计在100
万－110万吨，保持6-7%的年增长率。

同时，整车生厂商在车辆节能减排方面的潮流，或
将显著激发那些“可以减少车辆油耗的技术”的发
展。
http://asia.nikkei.com/Business/Trends/Asahi-Kasei-JSR-putting-high-
mileage-rubber-into-high-gear

赢创（Evonik）在德国开放硅烷核心技术中心
七月中旬，赢创工业开放了其在德国总部莱茵费尔
德(Rheinfelden)，投资2000万欧元建设的硅烷核
心技术中心。该中心拥有员工100余人，建筑面积
3500 m²。

在先进的轮胎胶料配方中，硅烷是促使二氧化硅同
橡胶发生反应的重要原料，同时其在很多其他产业
也有广泛应用。

赢创在全球多家工厂生产硅烷，包括其德国、比利
时、中国、美国工厂。

集团同时还通过其在运营的多家实验室（德国、中
国、印度、日本、美国）来提供应用技术支持。品类包
括氯硅烷、有机功能硅烷及硫化功能硅烷。
http://corporate.evonik.com/en/media/press_releases/Pages/news-details.
aspx?newsid=60788

赢创巴西二氧化硅工厂投产
2016年，7月20日，赢创工业的美洲（巴西圣保罗）
沉淀法白炭黑工厂正式投产。白炭黑市轮胎企业生
产低滚阻轮胎的重要材料。

而赢创对该工厂投资约5000万欧元，成为南美洲首
个生产高分散炭黑的工厂。

白炭黑与硅烷的组合将帮助轮胎企业生产超低滚动
阻力的轮胎，与传统轮胎相比可节油达8%。

公司资源节能部董事Ohmer先生表示：“我们是唯一
可以同时生产这两种材料的生产商，因此，我们将
是橡胶轮胎企业客户的专业合作伙伴。
http://corporate.evonik.com/en/media/press_releases/Pages/news-details.
aspx?newsid=60908

马来西亚天胶产量下滑
今年五月，马来西亚天胶产量33565吨 ，环比下降
19.7%。同比下降14.1%。

六月，马来西亚天胶出口量51146吨，环比五月下滑
3.2%。其中最主要的五个出口国为：中国、德国、伊
朗、美国和韩国。

同时，马来西亚五月份国内天胶消费量环比下跌
3.2%，至39599吨，同比增长1.0%。
https://www.statistics.gov.my/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
cat=73&bul_id=TGtwTFVpQ0tDemxjVlYxRUxoNVVLdz09&menu_id=Z-
0VTZGU1UHBUT1VJMFlpaXRRR0xpdz09

NR在中国的价格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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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获将对进口丁苯橡胶乳液聚合物征税
一家美国律所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秘书长Lisa 
R.Barton 提出请求，要求委员会根据1930 731号
贸易法，对从韩国、墨西哥、波兰进口额丁苯橡胶乳
液聚合物征收反倾销税。

根据此项指责，超过70%用于制造轮胎的ESBR都
将被征税。

诉讼人对各国征税如下：

巴西－59.3%－69.4%

韩国－22.4%－44.2%

墨西哥－23.2%

波兰－40.4%－44.8%
https://www.usitc.gov/3164.htm
http://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new-antidumping-duty-peti-
tions-emulsion-styrene-butadiene-rubber-brazil-korea-mexico

印度轮胎生产商希望提高对中国轮胎的
税率
2016年4－6月，印度市场子午胎进口量持续增长，
导致印度本地轮胎生产商再次提出对中国进口轮胎
进行反倾销的议题。

印度汽车轮胎制造商协会表示：印度对全钢胎的进
口量在4-6月期间上涨了40%，半钢胎进口量上涨
22%。

然而，轮胎进口商表示他们不接受任何进口壁垒或
新增关税，并且对印度轮胎经销商关于双反的提议
表示“印度轮胎厂商定价过高”

ATMA表示，从中国进口的轮胎的价格明显比中国
国内同类产品价格更低。中国轮胎单位进口价格甚
至比原材料价格还低。

印度行业表示，仅仅过去几个月中，印度至少因此损
失了5000-6000个就业岗位。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industry/auto/news/tyres/truck-
radial-tyres-imports-up-40-per-cent-during-april-june-quarter/article-
show/53329722.cms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companies/tyre-industry-peti-
tions-against-imports-from-china-116070400258_1.html

欧洲轮胎销售势头在二季度略微减缓
欧洲轮胎制造商表示，4-6月份的轮胎在欧销售情
况减缓。

欧盟轮胎工业协会发布的其会员的最新统计显示， 
2016年第二季度，欧洲轮胎销售势头较第一季度有
所减缓。尤其体现在六月份半钢胎的销售下滑2%。

同时，农业胎销售情况继续保持低位并持续走低，
在第二季下降了7%，上半年整体降低7.8%。

类别
2015
第二
季

2016
第二
季

增减
2015
上半
年

2016
上半
年

增减

轿车轮
胎

48,585 49,293 +1.5% 100,559 102,574 +2%

卡客车
胎

1,404 1,410 +0.4% 3,554 3,683 +3.6%

农业胎 415 386 -7% 851 784 -7.8%

摩托车
胎

2,422 2,665 +10% 5,719 6,102 +6.7%

http://www.etrma.org/uploads/Modules/Newsroom/20160714---eu-tyre-
market-2q-2016-+-1-six-months-(3).pdf

欧盟卡车注册量：上半年上涨13.5%，六
月上涨13.3%
2016年6月，欧洲商用车注册量保持18个月的连续
增长，达到223519辆，增长13.3%。其中，主要市场
均呈现上涨，增速依次为意大利（＋29.9%）西班牙
（＋14.5%）德国（11.3%）法国（＋11.1％），而英国增
速为2.8%。

2016年上半年，欧洲市场增长了13.5%，总计商用
车注册1170263辆。期间意大利（＋30.8%），西班牙

第7节：贸易统计 （＋14.0%）法国（＋12.7%）德国（＋10.4%）英国（
＋3.6%）均现增长。

轻型卡车（3.5吨以下）

6月，欧洲新增轻卡注册量达187158辆，同比增
长14.2%，连续34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意大利（
＋27.6%）西班牙（＋17.3%）德国（＋12.9%）和法国
（＋11.3%）均贡献双位数增长。英国增速2.7%，保
持稳定。

重型卡车（16吨以上）

6月，重型卡车注册量增长13%，达到26122辆。意
大利增长62.7%，为整体增长提供强力支撑。而在
法国（＋17.9%）德国（＋9.8%）英国（＋1.1%）呈现
增长的同时，西班牙市场出现15.7%的下滑。西班
牙数据下滑或与去年6月“PIMA交通计划”大幅刺激
2015年6月西班牙重卡消费量有关。

中型卡车（3.5-6吨）

6月，欧盟总计新增中卡注册量同比增长10.3%。
主要市场涨跌互现。意大利（＋53.9%）和法国（
＋15.7%）均为增长提供显著支撑，而西班牙同比减
少6.6%。

巴士（大于3.5吨）

六月，欧洲新增巴士注册3330辆，较去年同期减少
4.8%。西班牙（＋34.2%）德国（＋29.4%）英国（
＋12.3%）市场均积极上扬，而法国同比减少30.2%。
http://www.acea.be/press-releases/article/commercial-vehicle-registra-
tions-13.5-in-the-first-half-of-the-year-13.3-in

对于尾气排放测试，你需要知道的事
在CarEmissionsTestingFacts.eu网站上，你可以
获得欧洲汽车尾气测试的全面实测结果，提供欧洲
汽车尾气测试相关所有的数据及事件。

该网站由ACEA（欧洲汽车制造商联盟）建设，该联
盟会对大众及其他汽车制造商的尾气排放丑闻有所
回应。
http://www.acea.be/news/article/caremissionstestingfacts.eu-everything-
you-need-to-know-about-emissions-tes

http://www.acea.be/press-releases/article/commercial-vehicle-registrations-13.5-in-the-first-half-of-the-year-13.3-in
http://www.acea.be/press-releases/article/commercial-vehicle-registrations-13.5-in-the-first-half-of-the-year-13.3-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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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轮胎 三角轮胎 13.92
文登三丰轮胎 文登三丰轮胎 13.92
建大中国／建大国际 建大中国／建大国际 13.92
青岛奥诺轮胎 青岛奥诺轮胎 13.92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6/07/22/2016-17308/certain-new-pneumatic-off-the-road-tires-
from-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notice-of-amended-final

六月份欧盟机动车注册量增长
2016年6月，欧盟乘用车市场保持连续34个月的增长，整体注册量同比增加
6.9%，达到1459508辆。

其中意大利（＋11.9%），西班牙(+11.2%), 德国 (+8.3%)三国家创增长纪录，
同时法国市场保持稳定（＋0.8%）。而英国机动车需求在6月份出现滑坡，注册
量－0.8%，英国私人汽车销售的减少或是主要原因。

2016年上半年，欧盟整体机动车注册量上涨9.4%，共计7842965辆。所有主要
国家注册辆均有增长。

其中：意大利（＋19.2%）和西班牙（＋12.5%）两国的双位数增长为整体增长起
到重要支撑。之后分别是法国（＋8.3%），德国（＋7.1%），英国（＋3.2%）
http://www.acea.be/press-releases/article/passenger-car-registrations-9.4-in-first-semester-6.9-in-june

印度RubberBoard总结2016财年
印度Rubber Board在每月都会发布月度专刊，总结印度行业的发展。

而最近一版专刊则对2015年4月－2016年3月，印度整个财年的橡胶产业运营
状况进行了报道。

印度在2015-2016年共生产合成橡胶199845吨，同比增长31.6%。

聚丁二烯橡胶整体增长55.9%，丁苯橡胶保持38.5%的增长。

在整个财年，合成胶共计消费553370吨，较上一财年的536130吨同比增长
3.2%。

汽车轮胎环节共消费377080吨合成橡胶，同比上一财年的367798吨增长了
2.5%。

印度总计消费天胶994415吨，同比减少2.6%。（这其中包含了轮胎行业消费量
2.5%的下滑，和橡胶制品产业2.7%的下滑）

汽车轮胎制造环节消费占国家天胶消费总量的66.7%。而经预测，整体天胶消
费量在2016-2017财年将增长3%，至1028000吨。

美国商务部提高对中国工程胎税率
6月28日，美国正式宣布将对中国工程胎征收的反倾销税由12.91%提升至
13.92%，新税率将追溯到2015年3月23日。

官方公告在2016年7月22日公布在联邦公告上

出口商 生产商 加权平均收益率（％）
风神轮胎 风神轮胎 13.92
中车双喜轮胎 中车双喜轮胎 13.92
江苏飞驰股份 江苏飞驰股份 13.92
徐州徐工轮胎 徐州徐工轮胎 13.92
徐州徐工轮胎 米德兰特种轮胎 13.92
徐州徐工轮胎 徐州汉邦轮胎有限公司 13.92
徐州徐工轮胎 山东兴达轮胎 13.92
徐州徐工轮胎 山东兴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3.92
徐州徐工轮胎 山东兴源集团 13.92
青岛恒达轮胎 青岛恒达轮胎 13.92
青岛迈尔斯通轮胎 青岛双河轮胎 13.92
青岛迈尔斯通轮胎 山东振泰轮胎 13.92
青岛迈尔斯通轮胎 时风双星轮胎 13.92
青岛迈尔斯通轮胎 潍坊隆泰轮胎有限公司 13.92
山东七州橡胶 山东七州橡胶 13.92
青岛希诺瑞国际贸易 青岛恒达轮胎 13.92
青岛希诺瑞国际贸易  时风双星轮胎 13.92
青岛希诺瑞国际贸易 滕州野马轮胎 13.92
山东慧聪轮胎 山东慧聪轮胎 13.92
山东金宇轮胎 山东金宇轮胎 13.92
山东泰山轮胎 山东泰山轮胎 13.92
山东万达宝通 山东万达宝通 13.92
山东兴源国际贸易 山东兴达轮胎 13.92
山东兴源国际贸易 兴源轮胎集团 13.92
泰凯英轮胎 山东兴达轮胎 13.92
泰凯英轮胎 山东兴源国际贸易 13.92
泰凯英轮胎 山东兴源轮胎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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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胶与和成交的产销状况 (单位：公吨)
3月

2016 (1)

3月

2015 (2)

2015 4月至

2016 3月 (3)

2014 4月至

2015 3月(4)

同比增减 
(5)

生产

天胶（NR

烟胶片（RSS） 17,720 20,710 375,495 451,090

橡胶块 8730 8510 92,785 98,865

浓缩乳胶(drc) 5580 5030 71,835 66,520

其他 970 750 21,885 28,525

总计 33,000 35,000 562,000 645,000 -12.9%

丁苯橡胶(SBR) 10,798 4193 76,999 35,738

合成胶 (SR)
聚丁二烯BR) 11,200 10,440 111,807 105,925

其他 1089 540 11,039 10,228

总计 23,087 15,173 199,845 151,891 31.6%

天胶合成胶总计 天胶合成胶总计 56,087 50,173 761,845 796,891 -4.4%

消费

天胶（NR

烟胶片（RSS） 45,490 46,570 459,570 518,440

橡胶块 34,460 32,420 426,215 394,240

浓缩乳胶(drc) 6340 8215 86,530 86,005

其他 1890 2145 22,100 22,225

总计 88,180 89,350 994,415 1,020,910 -2.6%

轮胎生产消费 58,300 60,239 663,495 680,849 -2.5%

合成胶 (SR)

丁苯橡胶(SBR) 21,900 20,575 250,610 217,450

聚丁二烯BR) 15,425 14,845 172,155 171,085

其他 10,870 11,625 130,605 147,595

总计 48,195 47,045 553,370 536,130 3.2%

轮胎生产消费 33,036 31,890 377,090 367,798 2.5%

天胶合成胶总计 天胶合成胶总计 136,375 136,395 1,547,785 1,557,040 -0.6%

天胶合成胶总计 轮胎生产消费 91,336 92,129 1,040,585 1,048,647 -0.8%

http://www.rubberboard.org.in/PDF/RSNMay2016E.pdf

第7节：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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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英国政界行使《条约》的第50条，英国将丧失
原本有限的谈判力。欧盟剩余成员将不需要履行他
们的原则，尤其是在人口自由流动方面。

“延迟脱欧”是英国如今最核心的话题，英国新一任
首相特雷莎·梅曾表示，她在2016年底之前不会使用
《条约》第50条。那些曾经领导脱欧运动的政客们，
如今没有一个能够提出应对脱欧谈判的相关计划，
甚至不知道未来事态将如何发展。实际上，大多数曾
经支持脱欧的政客都已经退出政坛或失去权力，而
更严峻的是，英国社会服务体系没有足够的人力和
经验来对这些贸易与立法条约。英国公务员们甚至
完全没有贸易谈判经验。

脱欧或意味着轮胎进口“无门槛”时代。
据我了解，英国是欧盟目前唯一没有将标签法纳入
国家法律的国家。除非英国在脱欧之前决定执行标
签法，英国将变成欧洲唯一一个对轮胎性能和质量
标准最少的国家。欧洲其它国家都有标签法、英国
没有。欧求其他国家都在稳步的推进标签法执行，而
英国因缺少相关法律、没有任何执行机制。

最终几乎必然结果就是，英国的批发商可以在不受
监管的情况下，从任何地方采购便宜的轮胎。对于中
国轮胎生产商来说，这会是个好消息。英国有着大
量比引进轮胎法规更急迫的事要做，政府将如何处
理此事仍待分晓，但极有可能英国将继续成为中国

默克尔、奥朗德、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都清晰的表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
其他国家，拥有独立市场。

美国没能完全获得进入欧盟一体化市场的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他们不允许个人自由流动（跨国）。而挪威
遵循了这一自由跨国原则，就获得了市场准入权。

有太多的英国政客向民众表示：在限制英国边境人
口自由流动的同时，是有可能取得完全进入一体化
市场可能的。而在我看来，英国若接受自由流动协
议，那么留在欧盟的意义就将大大增加。若不接受
自由流动协议，我们将明显的处于欧盟贸易环境的
外部。

在后者情况下，英国政府将尝试尽快协商一个比
世贸组织最低标准更好的贸易形态。但是，英国显
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达成这一目的，英国有几十个
经验丰富的贸易谈判代表，而欧盟和美国各自都有
500多个

英国尝试推迟脱欧
英国政界将不会急于行使《里斯本条约》的第50条
来启动英国脱欧。因为一旦触发这一条款，整个脱
欧过程都将不可撤销，英国将在最长两年时间内来
完成脱欧进程。一直直到双边谈判团队进入细节谈
判之前，我们都将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英国脱欧对轮胎业的影响
本文由轮胎行业研究公司总裁，肖大卫先生编写

近几周，英国政坛发生了一次震荡。一般情况我会尽
量避免参与政治评论，因为商业往往不论政治环境
好坏都将努力发展。然而，英国最近脱欧事件，将确
实会对英国国内、国外的商业群体造成冲击。

六月底，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投票比例，公投
脱欧。

对英国人来说，这相当于国家政治体系被弱化：首相
遭更换；国家解体的风险；甚至民主进程的根基都
备受质疑。同时，英镑兑欧元及对其他货币的平均贬
值约10％，政局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欧元对国际货币
贬值约2%。

尽管短期内货币市场存在混乱，我不认为本次公投
会对国际轮胎行业造成巨大影响。英国是一个相对
小体量的市场：大约2700万半钢胎，100万全钢胎的
销售市场。全国有四个轮胎厂，全部由米其林、倍耐
力和固铂控制。

尽管长期内这些轮胎厂增资扩张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并不期望这些企业中任何一家立即决定退出英
国。英国脱欧后有可能会解除之前欧盟国家的多项
劳动保护法案，让企业家更容易的裁员或者撤资。
同时，尽管与美元联动的原材料价格将有可能上涨，
英镑兑欧元的弱势地位将让英国工厂相较欧洲其他
工厂具有更多一点竞争力。

沟通将非常重要
很多时间的走向都将取决于英国政府同欧盟的“协
商”情况 。目前欧盟官员正竭力防止脱欧氛围传播
至法国，丹麦及其他国家，他们通过让英国在相对
苛刻的条款下快速脱离欧盟的战术，组织其他国家
重蹈脱欧覆辙。

虽然似乎与一些英国政客所强调的背道而驰，我还
是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个人清晰感受。那就是，欧盟
剩余的国家将“人口跨国自由流动”与“市场一体化”，
两个概念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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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阻止脱欧失败，苏格兰将尝试退出英国，与欧盟
保持关系。

而同时，爱尔兰政界“与北爱尔兰重新统一、从而保
持欧盟权益”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目前来说，这些政治变动成真的可能性还太小，但
是周四的投票很清晰的显示英国的统一性正在承受
巨大压力，很有可能国家将因这些力量受到严重伤
害。

再看看没有英格兰的欧盟
我认为，再往后在发展几年，我们将能看到英国轮
胎行业的一系列变化。

首先，英国两家轮胎工厂，位于卡莱尔德倍耐力工厂
和梅尔克舍姆德固铂工厂，将会加速撤资。其实，在
脱欧公投发生很久之前，米其林就已经宣布关闭北
爱尔兰的卡车轮胎工厂，同时继续运营其在苏格兰
小镇－邓迪的小型轮胎工厂。

其次，英国轮胎的进口数量将可能攀升，其中将出现
一些轮胎标签造假情况。我们可以预计，那些进口
此类轮胎的英国公司将很快发现此漏洞，并且参照
轮胎标签法最低档来执行。作为欧洲轮胎最大出口
国之一，这样的现象将引起道路安全专家的重点关
注。

再次，轮胎销售营销的架构或将重组，而当苏格兰开
始在“斯堪的纳维亚”框架下运营时，英格兰作为一
个具有特殊贸易结构的非欧盟个体，很有可能被逐
渐孤立。届时中国高档产品及其它的进口可能会增
长。

同时，车队管理将发生变革，目前很多卡车车队都雇
佣来自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其它欧盟国家的员工。目
前64%的车队表示，他们相信英国脱欧后，他们的
成本将会上涨。

根据车队相关媒体组织的投票结果，因为汇率因素，
燃油成本和新车购车成本都将升高。

产轮胎的理想市场。英国政府非常努力避免引起中
国政府的部门，所以对中国制造产品引入任何形式
关税都不太可能。

英国轮胎商业重点关注价格
英国汽车轮胎替换市场的重要属性，就是消费者高
度关注价格。英国是欧洲区域拥有最高产品进口率
的国家之一，预计替换市场的进口率占40％－60%
，而欧洲其他国家平均只有25%。

很多国际公司都将英国视作进入欧盟销售体系的首
选市场。这里面包含利好因素：

1.冬季胎造成产品分化因素较弱；

2.英国轮胎购买人群对高度关注价格、而对品牌敏
感度较低；

3.大量的轮胎经销商都在英国设有业务，他们高度
关注这一市场。

在卡车和巴士领域，英国曾是PPK协议的先行者之
一，虽然他们并不长期生效，但重点是英国的车队行
业有一群非常具有创造力、聪明的运营管理者，他们
通过与轮胎销售团队一起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来
让车队运营更加高效。

然而，轮胎翻新领域则会遭受轮胎进口商的严重冲
击。今年年初，一个轮胎翻新企业试图劝说欧盟对
中国产的轮胎征收反倾销税，最终失败。而英国政
界由于担心因对华设置贸易壁垒而招致中国政府不
满，所以英国政府如此操作可能性就更小。

区域差异
英国公投过程中，被讨论最多的现象是：苏格兰、北
爱尔兰和伦敦地区都强烈支持留在欧盟，而英格兰
的非首都地区则压倒性的投票脱欧。

两年前，苏格兰公投最终决定留在英国。其中重要
原因之一，就是投票者被告知，若他们（苏格兰）脱
离英国，就意味着脱离了欧盟。英国民众本次期待
的市：由于苏格兰议会权益在宪法中作出了重大修
改，苏格兰的政客们会最先尝试阻止英格兰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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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全球轮胎行业的30年报道经验中，我已经看到
过无数关于“搭载一条或多条问题轮胎车辆到底有
多少”的相关估算。

而所有此类调查得出的共同结果就是，比例着实惊
人。

人们不重视轮胎
在各国各行业，都有大量人根本不重视轮胎。相当一
部分人们甚至想将违规轮胎装在车上。

我们使用已经被扎，正在缓慢漏气的轮胎，是因为
买轮胎价格太贵。

我们使用气压不足的轮胎，可能是因为我们懒于检
查胎压或者给轮胎重启。

我们用花纹磨尽、低于警戒线的轮胎，是因为。。因
为我们觉得轮胎还能跑

英国的轮胎安全先锋
实际上，英国轮胎工业在大部分领域都落后于国际
对手。但是英国的一家叫“轮胎安全”的组织却在推
广轮胎安全概念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想说，这
或许是世界上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之
一。

该组织提供紧急救援，同时向消费者等开展教育轮
胎安全教育，还制作安全宣传动画，传单，标签等来

其实严格来说，轮胎维修店所换下的轮胎中，的确有
27%已经过度磨损。但这种“道路上车辆因轮胎处
于危险状态的比例高达27%”这样结论，虽然不是欺
骗，但确实极具误导性。

“轮胎安全”的报告中提到 ：数据证明，超过三分之
一的英国行驶车辆正在使用未经良好保养、甚至超
过磨损规定的轮胎” 。而其实， “轮胎安全”的调查
结果根本不能支撑这一结论。

首先，“轮胎安全”没有给出在这9.2万样本中，有多
少是样本车辆只装备了一条“问题轮胎”。我认为，经
过警方证实，道路车辆一旦出现轮胎过度磨损的情
况，往往是两三个轮胎同时过度磨损。部分负责任
的驾驶员可能会在达到磨损规定前换掉轮胎。

车上换下来的轮胎样本不具代表性
其实，在我们对停车场或高速公路服务站的轮胎进
行取样时就会发现，这一比例根本达不到27%。

今年6月，在“轮胎安全”举行的活动上，西格玛视觉 
（SigmaVision）展示了他们通过激光对轮胎花纹
深度测量系统，该系统可以准确可靠的对轮胎花纹
深度进行测量，甚至还能鉴定出因错误安装或胎压
偏差造成的不均匀磨损

西格玛视觉同时展示了一组在今年2月的某天，在沃
灵顿周边对车辆的采样数据。结果证明：大约90%
的轮胎花纹深度都超过3mm。就此，我认为实际上
英国道路上过度磨损的轮胎数量可能在5%，至少，
肯定小于10%。由于这其中存在以辆车安装多条问
题轮胎状况，所以，，英国道路上使用过度磨损轮胎
的车辆很可能不足5%

甚至部分轮胎专业人士都不在乎轮胎
同时，西格玛视觉对当天“轮胎安全活动”的79辆参
会来宾用车的轮胎进行了花纹深度测试，结果在 
316条轮胎中： 有一条轮胎花纹深度低于法规的
1.6mm，有三条轮胎花纹深度1.7mm，有14条轮胎花
纹深度低于3mm警戒线。 总体上，95%轮胎的花
纹深度都超过了3mm。

帮助那些非专业组织向公众进一步传播轮胎安全知
识。而这一切中基本都是“轮胎安全”团队自己在颠
覆性创新思维下主观开发的。

估算轮胎花纹深度
说完他们的优点，我必须表示，我对他们在如何估
算道路上存在的“问题轮胎数据”统计方法并不认
同。

像很多其他机构一样，“轮胎安全”通过对驾驶员在
轮胎服务商城换下的轮胎进行采样，从而估算在道
路上行驶的问题轮胎比例。他们此举相当于，将替换
轮胎作为随机样本用作分析。

其实，这样的测试结果对于处在轮胎行业人们可想
而知：一些轮胎早已磨损至不适合继续使用，于是
在轮胎服务点更换过度磨损、出毛病或者损坏的轮
胎。

一般情况，若轮胎没有问题，驾驶员是不会去服务
店的。

道路危险的轮胎比例高达27%
通过“轮胎安全”对被轮胎服务站回收的34万条轮胎
调查，其中大约有9.2万条轮胎其实已经超过磨损上
限。“轮胎安全”就此推测，英国道路上正在使用一
条或多条不合规定的轮胎比例高达27%。

道路上到底有多少问题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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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出的数据展现给相关安全立法部门。

任何交通事故都应被努力防止
我确实想强调的市，平均每起交通事故都将毁掉一
个家庭：可能会让父母致残、也可能让年轻人无法
继续追求早年梦想。

我不想对“轮胎安全”统计数据过多深究：“每起重大
交通事故中，有38%的车辆轮胎都处于过度磨损、
存在严重隐患或胎压不足状态。同时还有很多调查
显示，有超过38%的轮胎常年处于胎压不足的状
态。

保养良好的轮胎将挽救生命，而严重磨损的轮胎将
在湿地或干地路面上失去抓地力、发生水漂或侧
滑。

若想够正确预估有多少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
需要优质的数据，合理的分析模型以及大量可靠的
证据，而不仅仅是夸大情况。

在固定车辆群体中，很多驾驶员都是在就轮胎花纹
彻底磨损后再去更换新胎，夏季轮胎则在深度还有
3mm时更换。

事实上，很少有驾驶员会检查他们的轮胎，很多人只
在开车去服务店或者遇到各种状况下才会留意轮胎
花纹深度。而对于那些每年就去一次保养店的车辆
来说，这意味着每年，轮胎都将在不被监控的情况
下，磨损2mm花纹

这样的情况，解释了之前在轮胎服务中心处采集的
数据问什么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大量驾驶员只有
在被通知轮胎不得不更换的情况下，才会换下就轮
胎。

新技术帮助获取更多代表性的样本
在市面上已经有轮胎花纹深度测试系统的情况下，
我想再次提醒行业西格玛系统所带来的颠覆性。它
能首次实现大量，半自动化的轮胎花纹深度测试。

以前，我们只能依靠技工在人工替换下轮胎时对花
纹深度的测量数据。而现在，我们可以将我们真正

当我们对参与其它轮胎不相关活动的嘉宾车辆进
行同样测验，获得了相似的数据。西格玛视觉测试
结果显示，在美国的4000件轮胎测试样本中，仅有
100条轮胎花纹低于2mm，总体上，过度磨损轮胎
的比例小于3%。

不同人群在轮胎替换上的差异：
我想强调，轮胎维修店中换下来的轮胎样本不能代
表整体情况。当我在最近选取相关分析报告时发
现，无数国家，不同区域的调查机构在进行相关统
计时，都同样采用了这种具有缺陷的方法。

我理解为什么轮胎组织要采用这样的测试方法，因
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都很难获得优质样本供分
析，想获得有效数据是非常困难的。

在我看来，国际轮胎生产商们可在对道路轮胎花纹
深度统计方面作出贡献。

英国以及欧洲其它区域车辆的平均里程大约是1.3万
公里。

而大多数轮胎企业试图让轮胎跑到4万公里左右时，
将花纹磨损控制在8-1.2mm。如此，里程达到1.3万
公里时，对应着2mm花纹磨损。

通过此方法可以更好的进行统计。

如何使用这两种方法得到的花纹数据?
其实，获得轮胎花纹深度数据最简单的办法，还是
从轮胎更换处向轮胎专业人员索取。在我看来，基
于这类数据样板进一步推算，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车
辆使用群体的状况。那么，我们就需要分析 “替换下
的轮胎样品“与”正被装车使用轮胎”间的关系。

轮胎花纹深度统计分布
其实，统计学家可能会立即想到，大量车辆轮胎花
纹深度分布情况可能接近于正态分布。但我不认为
这是一个有效的假设。再次强调，更好的数据才能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问题。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花纹深度在7-4mm之间的统计
结果是正态分布还是常态分布。但是能知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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