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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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维刚 另有重要会议 姚明华 

董事 蔡佩民 另有重要会议 姚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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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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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达股份 6006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骆琼琳 无 

电话 021-6232828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江宁路1500号申达国际大厦   

电子信箱 600626@sh-she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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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2,215,560.77 11,135,610,643.83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46,802,159.37 3,291,214,246.06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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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84,284.30 -155,142,937.25   

营业收入 7,280,240,743.79 8,070,766,931.13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4,622,582.01 80,075,790.81 39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072,160.74 55,561,100.80 -305.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0 3.06 增加8.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30 0.1127 31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30 0.1127 3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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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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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1.07 264,826,979 44,134,469 冻结 5,067,100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临港

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4.64 39,525,691 39,525,691 无 0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14 26,767,788 26,767,788 无 0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32 19,762,845 19,762,845 无 0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9 11,857,707 11,857,707 无 0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74 6,333,780 0 无 0 

崔志国 
境内自

然人 
0.74 6,330,000 0 无 0 



傅文淋 
境内自

然人 
0.44 3,775,656 0 无 0 

闻赛芳 
境内自

然人 
0.40 3,378,224 0 无 0 

陈胜明 
境内自

然人 
0.35 3,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目前资料显示，本公司无法认定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也无法认定

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此情况。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控股股东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被司法冻结 5,067,100 股股份，详

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2017 年 2 月 21 日于《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16-046号、2017-006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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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强化，中美经贸谈判未形成最终定论，国内外政治经

济形势更趋复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计。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

汽车市场需求整体较弱，反映到供应链端表现为实际生产量较预计计划量下降明显。在动荡的经

济局势、市场需求疲软、以及人工和物价成本持续增长的严峻形势下，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毛利率

水平均有所下滑。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有关数据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 1-6月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280,240,743.79 8,070,766,931.13 -9.79% 

营业利润 544,556,786.88 147,333,989.70 26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622,582.01 80,075,790.81 392.8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269.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392.81%，

主要来源于出售上海第六棉纺织厂有限公司 100%权益取得的投资收益 6.88亿元（详见本报告“第

四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一、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五）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2019年上半年度各板块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总额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别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金额 占总收入比重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重 

汽车内饰业务 4,541,570,961.72 62.56% -83,208,955.47 -15.29% 

新材料业务 103,360,275.95 1.42% 4,514,438.56 0.83% 

进出口业务 2,593,795,566.56 35.73% -48,305,162.30 -8.87% 

其他 20,479,086.64 0.28% 671,363,094.52 123.33% 

合计 7,259,205,890.87 100.00% 544,363,415.31 100.00% 

 

公司各业务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抵消前）、主营业务成本（抵消前）、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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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 车 内 饰

业务 
4,838,497,918.73 4,287,451,489.72 11.39 -8.62 -7.60 -0.98 

新 材 料 业

务 
106,899,310.01 90,590,803.42 15.26 -41.62 -41.38 -0.34 

进 出 口 业

务 
2,593,795,566.56 2,446,716,572.06 5.67 -14.58 -13.76 -0.89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内饰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为 45.42 亿元，同比减少 10.22%，利润总额为

-8,320.90万元。其中，境外企业 Auria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3.68亿元、同比减少 9.84%，利

润总额为-1.44 亿元。剔除 Auria 公司，该板块内其他企业合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73 亿元，

同比下降 11.31%，利润总额 7,834万元，同比下降 14.74%。 

延续 2018年度汽车行业下滑态势，整车市场行情不容乐观，汽车配套内饰企业受到巨大冲击。

上半年度，Auria 公司裁减逾 200 名员工，共计支付安置费用 3,885 万元；因前期已承接订单的

资本性投入需求，Auira 公司于报告期内新增银行贷款约 6,300 万美元，并且为获得更有利的贷

款条件，2019年 3月以境内银行贷款替换境外贷款，原借款可分期摊销的融资费用在报告期一次

性确认，影响金额约 188 万美元，因此利息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约 3,610万元人民币。为在行业

低位运行时期积蓄未来业务增长动力，Auria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增强

自身竞争力，同时积极拓展未来市场，已获得宝马、沃尔沃、斯柯达、戴姆勒、日本铃木等多家

整车厂商新业务订单。 

 

Auria 公司经营的汽车软饰业务系收购而来的拆分资产，在较长的时期内，其独立运营系统

需逐步重建和优化。公司针对 Auria 公司的运营情况，以从严管理、精细管理为导向，制订了相

应优化方案，强化内部组织结构的决策效率、推进全球集中采购模式、提升全球业务协同。报告

期内，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并裁减部分管理和生产岗位人员，将其原冗叠的管理层级扁

平化，从而提高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公司总部各职能部门组成的投后管理小组，与

Auria 公司在包括运营、财务、投资、重大事项等各方面的对接稳步推进，不断优化治理结构、



完善投资决策流程。在改变管理层级模式的同时，公司将 Auria 公司原有“区域管理模式”逐步

转为“职能管理模式”，明晰各职能纵向管控条线，并已于上半年度组建全球采购团队负责全球垂

直供应链整合及采购工作，团队与公司境内同业务企业相关人员进行对接、协作，全年预计从中

国下单采购设备、模具、材料 7,369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已完成收货 918.31万元。 

下半年度，公司将与 Auria 公司管理层就工厂产能整合、内部布局优化、合理排岗排线、节

能减耗等方面推进、执行、细化系列措施。发挥国内采购和项目建设两个协同团队的作用,进一步

调整成本结构，促进横向纵向的协同整合，推动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加强互联、共享、

自动驾驶、新能源等方面前瞻性研发，形成通过产品和技术优势引领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随着

各项举措逐项实施，将进一步显现公司全球跨区域协同合作成效，逐步改善经营局面。 

 

报告期内，尽管纺织新材料业务主体企业申达科宝通过加大欧洲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拓展，增

加国内贸易比例，并积极发展最终客户为主的产品拓展模式、配合强化新产品开发策略，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12%。但为规避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主动削减部分美

国订单，公司该业务板块于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额 441.3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31.04%。 

 

报告期内，公司进出口贸易业务围绕核心竞争力打造和关键业务的转型升级，对该板块海外

业务提出和执行了重建仓储物流体系、强化内部管控、削减不盈利业务、压缩人工支出、拓展原

有客户深度合作等系列保规模、扭亏损举措，但因海外企业持续受到严峻的外贸形势影响，收入

规模和盈利情况均有所下滑。报告期内，进出口业务板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94 亿元、同比减

少 9.27%，利润总额-4,830.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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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第

十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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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明华 

日期 2019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