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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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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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40 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若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该预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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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提升能级、创新发展”，持续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克服经济运行新挑战

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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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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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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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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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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9,079,154,364.38 9,173,489,021.40 -1.03 8,861,470,583.99 

营业收入 8,696,352,000.84 9,669,446,641.44 -10.06 9,315,052,546.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6,767,292.63 326,102,097.59 -61.13 445,992,415.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449,224.40 154,158,319.09 -95.17 258,811,510.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836,785,239.94 5,810,576,483.00 0.45 5,628,699,223.4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7,508,359.74 428,386,491.40 13.80 342,939,933.24 



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32 -62.50 0.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32 -62.50 0.4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18 5.71 减少3.53个百分

点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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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84,301,594.44 2,187,730,800.67 2,074,930,650.52 2,449,388,95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82,996.49 7,746,731.29 50,894,894.13 25,942,67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529,061.57 -9,209,262.84 11,157,001.95 -32,027,57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170,892.95 39,687,483.10 151,561,326.82 134,288,6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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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1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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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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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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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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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 

0 42,948,649 4.18 0 无 0 其他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0 9,173,669 0.89 0 无 0 其他 

刘伟 125,700 7,721,3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收益组合 

-1,204,900 6,155,438 0.6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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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800 4,940,444 0.48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8C

－CT001沪 

0 3,565,045 0.35 0 无 0 其他 

俞琳 1,050,000 3,350,0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奕忠 3,061,731 3,061,731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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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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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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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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面对外部环境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公司持续推进主业创新发展、推进国

资国企改革、推进管理能级提升，稳妥应对市场深度调整带来的严重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为 86.96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7亿元。 

    2019年是公司“提升能级、创新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公司面临深化改革攻坚期、调整转

型阵痛期、新旧动能接续期多重考验，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调整明显加强，特别是公司与汽

车产业相关业态受到严重影响。 

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积极开拓汽车零部件物流新客户，大件装备、市政工程业务稳中有升，

探索电商仓储配送一体化业务新模式，广菲克和摩派项目有效推进。持续推进经营优化，以打造

供应链平台为突破，加大项目发展力度，宝钢 BPO项目、湛江 BOO 项目稳定增长，冷链城配物流

事业部优化管控，完善平台化运作。报告期内，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8.17 亿

元。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进一步优化省际客运线路，开通水陆联运，拓展包车业务。加强和改

善空港巴士经营管理，优化机场业务线路、票价，做好机场长途客运发展，积极争取机场业务。

报告期内，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5.40亿元。 

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以存货控制、成本管理为抓手，优化动力件、车身件产品结构，

调整产品布局，明确止出血改革方向。报告期内，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4.90亿元。 

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长江路一汽马自达、中山北路荣威新能源、瀛伟检测站等项目顺

利实施。报告期内，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6.64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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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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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 号），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 8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 14 号）（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并根据上述会计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财务报

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主要影响详见会计报表附注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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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 70 家子、孙公司。具体

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公司全称：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仁良 

日期： 2020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