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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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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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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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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

原因说明：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9.53%，主要是由于

上年同期公司完成原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50%股权收

购工作，该股权收购交易带来的一次性溢价在上年同期确认为投资收益。如剔除该股权收购交易

带来的非经常性损益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5.88%。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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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域汽车 600741 巴士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茅其炜 

电话 （8621）2201170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威海路489号 

电子信箱 huayuqiche@hasc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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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36,792,679,782.41 133,686,856,529.70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814,832,895.31 45,364,483,948.07 0.9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9,937,443.18 3,308,566,789.13 -6.91 

营业收入 70,563,202,031.82 81,626,642,762.22 -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4,161,054.87 4,773,848,889.52 -2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8,518,825.13 3,338,768,000.04 -1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0 11.07 减少3.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7 1.514 -29.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2,0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32 1,838,663,129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1 205,251,069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94,310,267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1.53 48,311,597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睿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7 33,872,239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8 31,008,3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27,535,524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2 25,969,494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25,438,786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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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70 22,177,27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环境及汽车行业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汽车市场销售出现较

大幅度下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整车 1,236.5 万辆，同比下降 11.8%，

其中乘用车销售 1,016.2 万辆，同比下降 12.9%。 

面对国内汽车市场持续低迷走势，公司紧密跟踪主要整车客户月度产销变化情况，均衡生产

计划，优化组织排产，应对供需波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强化降本工作，进一步压缩费用开

支，压减扩能项目投资，保障运营资金安全，努力克服市场下滑对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确

保国内外各业务板块的平稳运行。 

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零级化、中性化、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把握汽车行业技术发展趋

势，根据“3+2+1”即智能网联化、电动化、轻量化 3 个专业板块，内外饰、底盘 2 个集成平台，

国际和国内协同作用的 1 个投融资平台的业务体系规划建设要求，在保证传统基盘业务稳定发展

的同时，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战略导向，调整和优化部分业务股权结构，实现核心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所属

全资子公司华域汽车（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交通”）

3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实业交通 100%股权；公司完成对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部

件系统有限公司 50%股权收购工作，使之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以此作为传动系统模块业务的

自主发展平台，积极开展无级变速箱配套液力变矩器、双质量飞轮及混动模块等产品的自主研发，

努力成为满足整车节能减排及电动化要求的传动模块关键部件（模组）供应商；公司完成出售上

海天合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50%股权的交易，并明确以所属全资子公司延锋汽车智能安全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为平台，集中优势资源，加快在汽车乘员安全系统业务领域的自主掌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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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握国内汽车市场消费升级趋势，主动布局各细分市场优质客户，在豪车品牌、日系客

户和新兴客户配套供货方面取得实质突破。延锋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凭借全球布局优势及良好

供货表现，进一步巩固与宝马汽车、奔驰汽车全球战略合作关系，获得宝马 X5、奔驰 206 等平台

的全套内饰全球业务定点；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分别获

得广汽丰田紧凑型 SUV 前后车灯、广汽本田雅阁车型转向系统等业务定点；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

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延锋彼欧汽车外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分别获得特斯

拉上海国产车型电池盒及车身分拼总成件，侧围、后盖模具，座椅整椅，保险杠等业务定点。 

三是围绕汽车行业智能互联、电动化等变革趋势，积极推进新兴业务快速发展。公司电子分

公司 24GHZ 后向毫米波雷达实现对上汽乘用车、上汽大通等客户的稳定供货，应用于大巴的具有

自动紧急刹车功能的 77GHz 前向毫米波雷达已顺利通过国家法规测试，成为国内首款通过该类测

试的产品，实现对金龙客车的批产供货；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与京东

方、歌尔股份等在多领域的跨界合作，打造以座舱域控制器为核心，包括显示屏、智能开关、HMI

交互、座舱声学在内的面向未来的智能座舱整体解决方案，开发的第一代概念产品样件获得整车

客户认可；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加快市场拓展，在驱动电机系列产品实现对上汽乘用车、

上汽通用等整车客户主要新能源车型配套供货的基础上，新增通用汽车模块化电动车平台（BEV3

平台）全球驱动电机项目定点，德国大众全球电动汽车平台（MEB 平台）驱动电机样件开发、交

付工作及产能建设正顺利推进；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在全力推进德国大众 MEB 平台电

驱动系统产品开发及产能建设的同时，新增通用汽车 BEV3平台全球电驱动项目定点。此外，公司

下属企业在电动空调压缩机、电动转向机、电池托盘等业务方面已获得上汽大众 MEB、MQB，上汽

通用 BEV3 等多个平台的新能源汽车定点，48V 第二代混合冷却式启动发电一体机（48ViBSG）获

得华晨宝马 3 系/5 系、X3/X5 等车型定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 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内外饰件 44,624,015,889.75 38,060,089,852.40 14.71 -13.58 -14.90 
增加 1.32 个百

分点 

金 属 成 型

和模具 
4,825,340,229.57 4,208,003,524.28 12.79 -15.90 -16.66 

增加 0.80 个百

分点 

功能件 14,293,069,909.40 12,361,543,899.69 13.51 -16.28 -16.48 
增加 0.20 个百

分点 

电 子 电 器

件 
2,315,098,184.41 1,955,613,476.14 15.53 -16.30 -15.60 

减少 0.71 个百

分点 

热加工件 353,298,758.43 321,442,380.84 9.02 -26.68 -25.65 
减少 1.26 个百

分点 

合计 66,410,822,971.56 56,906,693,133.35 14.31 -14.52 -15.47 
增加 0.96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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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51,731,276,377.97 -17.05 

国外 14,679,546,593.59 -4.26 

合计 66,410,822,971.56 -14.52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