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676                                                  公司简称：交运股份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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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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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平 因重要公务 李仲秋董事 

 

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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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年 3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28,492,9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43,989,012.16元，分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以后年度。该预案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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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运股份       600676      钢运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以刚 曹群耿 

办公地址 上海市恒丰路288号 上海市恒丰路288号 

电话 63172168 63178257 

电子信箱 jygf@sh163.net jygf@sh163.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7 年是公司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公司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握“稳增长、促转型、优结构、强管理”的工作基调，以“转型发展、提

质增效”为工作主线，进一步推进落实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公司获得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第 348

名，上海 100 强第 75 名。 

    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货物运输一级企业，拥有货运车辆 3000 余辆、各类装卸

搬运设备 30 余台，拥有各类仓库 18 万平方米,与国内外各类专业物流企业开展紧密合作，物流运作网络

覆盖全国 260 多个城市,运输能力和运营范围基本实现全国通达无障碍。公司持续推进与大集团、大客户、

大企业联手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了道路货运与物流业务结构,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医药物流、城市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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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物流、贸易物流等新兴重点物流业态。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旅客运输一级企业，拥有各类中高档大客车 600 余辆，核

准长途客运线路 500 余条，线路辐射 16 个省市。形成以上海长途客运东站、上海长途客运西站、上海长

途客运南站和上海长途客运北站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客运站点网。长途客运车辆逐步向节能型、智能型、

豪华舒适型发展，不断满足乘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出行需求。 

    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方面：公司是汽车维修行业一类企业，拥有奥迪、沃尔沃、一汽大众等知名

品牌 4S 服务店，以及专业汽车修理厂、维修网点，形成了具有汽车销售、车饰、维修、保养技术咨询、

汽车俱乐部、培训服务、质量检测、汽车配件零售批发功能的专业化、特色化的经营网络，是上海地区著

名的以乘用车销售和汽车维修为主的汽车后服务经销商。 

    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方面：公司拥有二十多年的汽车零部件开发和制造经验，是国内最早参与

轿车零部件本地化生产的企业；拥有上海地区中山南二路、金桥、川沙、白鹤、安亭和山东烟台、辽宁沈

阳、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生产基地；拥有众多技术性能先进的制造设备，专业从事汽车动力总成关键部

件、车身及车身附件总成、汽车座椅骨架、汽车座椅调角器和高速列车座椅骨架的制造和研发，在行业内

具有较大影响力，为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汽车制造商提供专业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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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8,861,470,583.99 9,116,337,172.17 -2.80 7,355,529,478.77 

营业收入 9,315,052,546.37 8,464,823,382.61 10.04 8,210,929,56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5,992,415.23 307,670,366.16 44.96 341,851,2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811,510.66 245,416,832.93 5.46 273,750,42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28,699,223.42 5,324,164,052.71 5.72 3,711,333,48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2,939,933.24 564,167,144.02 -39.21 687,200,109.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35 22.86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35 22.86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13 7.84 增加0.29个百分点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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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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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份） （4-6月份） （7-9月份）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940,788,516.27 2,256,355,049.49 2,267,981,822.16 2,849,927,15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4,368,361.00 82,449,960.96 52,307,093.03 226,867,00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74,586,439.49 71,619,344.67 47,154,622.26 65,407,25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321,220.37 33,052,000.37 118,271,154.44 135,751,2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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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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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0 328,271,846 31.92 66,447,609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0 155,373,195 15.1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15,650,114 42,948,649 4.18 0 无 0 其他 

李建华 0 11,208,811 1.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0 9,173,669 0.89 0 无 0 其他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大华鼎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502,713 8,152,300 0.79 0 无 0 其他 

刘伟 2,242,100 7,405,7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惠泽定增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50,000 7,138,811 0.69 0 无 0 其他 

兴证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兴证资管鑫成智远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596,200 6,993,006 0.68 0 无 0 其他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5,827,505 0.57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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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上述

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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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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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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上 海 交 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 

12 沪交运 122205 2012 年 11

月 16 日、

19 日、20

日 

2017 年 11

月 16 日 

0 5.05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根据《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沪交运”公司债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

公司于 2017年 11月 16日支付自 2016年 11月 16日至 2017年 11月 15日期间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

债券的本金。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05%。每手“12 沪交运”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0.50 元（含税），兑付本金为人民币 1,000 元。本次兑付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 8亿元。本期债券系五年

期债券，已于 2017年 11月 16日到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详情请见 2017年 11 月 7日披露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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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摘牌公

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主体

信用状况和本公司发行的 2012年公司债券进行信用评级以及跟踪信用评级。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稳定。报告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主体信用状

况和本公司发行的 2012 年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本

公司发行的“12 沪交运”债项信用等级为 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详见公司 2017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载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32.64 36.82 -4.1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61 4.08 -11.52 

利息保障倍数 10.59 10.52 0.6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改革推动发展，优化发展机制；以项目促进转型，增强发展动力；以管理提升能级，

夯实发展基础，确保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实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93.15亿元，同比增加 10.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6亿元，同比增加 44.96 %。 

    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推进大集团合作和项目落地，与城投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机场集团

围绕共同推进上海航空枢纽建设形成共识，欧冶云商、商飞集团、建工集团、临港集团等合作业务深入推

进。实施相关企业资源重组，实现业务、资源共享，深入推进储存、管理、分包、加工等供应链多元化服

务，加强烟草仓储、市政工程配套物流、汽车零部件物流、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医药物流等重点项目开

拓，进一步注重传统业务改造提升，积极拓宽货代业务领域。以市场特点为依据，强化业态发展定位，深

入推进事业部制运作，进一步集聚事业部资源配置，湛江 BOO项目加快运作，风电项目稳步发展。报告期

内，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完成营业收入 23.15亿元。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不断推进公车调整，提高合作经营线路标的，完成交运锦湖股权收购工作，启

动成立“一日游”项目公司，跟踪推进社会客运资源股权收购工作。实施杭州班线车辆升级，投资设立房

车营地，进一步加快“游运结合”发展。报告期内，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完成营业收入 5.55亿元。 

    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继续加快内部资源整合，通过资源调整、品牌置换等方式，对品牌低端、

运营效益不高的企业进行调整，提升经营性场地使用效益。龙吴路一汽大众城市展厅项目、上运定损分中

心和钣喷中心等一批项目投入营运。报告期内，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完成营业收入 27.02亿元。 

    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装备中心、模具中心、进出口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实现降本增效，加快

产品布局调整，提升各生产基地设备开动率，增强造血能力和盈利能力。重点推进金属管件加工研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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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烟台中瑞发动机连杆总成技术改造项目、上汽通用新一代无级变速箱项目等重大项目运作，K257

仪表盘支架、K228 仪表盘支架等新产品获得定点生产定单。报告期内，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完成

营业收入 33.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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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金额：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上海瀛伟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7 日 2,656,526.00 51.00% 现金增资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 

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 

净利润 

上海瀛伟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取得对被合并

方的控制 
566,077.67 90,510.98 

（2）处置子公司 

①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金额：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比例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

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上海浦江游览

集团有限公司 
39,255,916.00 50.00% 股权转让 

2017 年 1 月 1

日 
控制权转移 8,385,776.95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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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公

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股

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投资损益

的金额 

上海浦江游览

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②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Ⅰ、公司本期新设立上海交运宝欧物流有限公司 （投资比例 51.00%）。 

Ⅱ、阿拉山口天马行交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期进行清算并工商注销，报告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名称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仁良 

日期 2018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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