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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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志军 

董事 蔡佩民 另有重要会议 陆志军 

独立董事 史占中 另有其他安排 袁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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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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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511,566.33 10,654,778,883.27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203,582,267.81 3,350,288,362.76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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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77,259.24 -104,884,284.3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862,843,787.48 7,280,240,743.79 -3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1,903,451.27 394,622,582.01 -12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595,922.37 -114,072,160.7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1 11.30 减少14.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13 0.4630 -12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3 0.4630 -1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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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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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23,117,5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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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18,247,421 0 无 0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62 13,843,4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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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8 6,679,9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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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敬旗 境内自 0.47 3,965,003 0 无 0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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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 3,890,800 0 无 0 

傅文淋 
境内自

然人 
0.44 3,77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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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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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因相关案件尚未结案，故申达集团

被冻结股份中 168万股股份延续冻结至 2022年 10月 10日、338.71万股股份延续冻结至 2022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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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各地先后出台暂时性停工停产政策措施以抗击疫情，

全球经济萎缩、呈下行趋势；公司汽车内饰、外贸等业务在近年行业寒冬和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

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公司上半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8.53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72.59 亿元

同比下降 33.15%，利润总额亏损 1.56 亿元。其中，公司境内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抵销前）

为 31.51 亿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抵销前）的 59.99%，利润总额为 2.90 亿元；海外企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抵销前）21.02亿元、占比 40.01%，利润总额亏损 4.46亿元，主要亏损系

Auria公司亏损 3.89亿元、PFI公司亏损 3,692.38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处置七棉厂有限公司

100%权益收益 26,415.72万元、取得参股 35%的 NYX公司投资收益 2,285.04万元。公司经营分析

情况如下：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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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半年度 2019年半年度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862,843,787.48 7,280,240,743.79 -33.20% 

营业利润 -130,108,233.83 544,556,786.88 -12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903,451.27 394,622,582.01 -128.36% 

 

公司 2020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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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626,416.74 59.98% -350,902,674.65 224.89% 

新材料业务 74,869,104.22 1.54% 3,258,551.43 -2.09% 

进出口贸易业务 1,861,922,414.98 38.37% -56,926,964.48 36.48% 

其他 5,555,805.45 0.11% 248,535,089.95 -159.28% 

合计 4,852,973,741.39 100.00% -156,035,997.75 100.00% 

 

公司各业务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抵销前）、主营业务成本（抵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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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内饰业务 3,170,773,619.55 3,049,028,500.25            3.84  

新材料业务 79,163,746.69 67,919,654.29           14.20  

进出口贸易业务 1,996,887,090.74 1,882,024,917.51            5.75  

 

公司汽车内饰业务板块于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11亿元、同比下降 35.91%，利润总

额亏损 3.51 亿元。其中公司持股 70%的境外控股子公司 Auria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20 亿元，利

润总额亏损 3.89 亿元（含 Auria 公司对上海傲锐 45%股权的投资收益 948 万元）。该板块内其他

企业合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11 亿元、同比下降 22.34%，利润总额 4,710.98 万元、同比下降

39.86%。 

公司境内外汽车内饰制造工厂响应防疫政策临时性关厂停产；期间，公司在做好工厂、员工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与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以保证在接到复工通知与客户订单

需求时，能第一时间有足够原材料和人力投入复产。境内大部分工厂于 2 月陆续复产后，公司对

位于武汉两家尚未复工工厂的订单进行了分类，针对这两家工厂已有订单需求的客户，迅速调整

片区产能布局，分散订单至就近或生产品类相似的工厂进行生产供货，以确保在时限内完成客户

所下订单，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公司近年来全国产能布局优势。 

报告期内， Auria 公司继续深入推进三年整合行动计划，持续优化运营模式，提升运营质量

和经济效益。2020年初，上述整改已初见成效，1-2月 Auria公司营业收入合计为 9.17亿元、亏

损-6,992万元，在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情况下，亏损额较去年同期的-1.28亿元，减少了逾 45%。

3 月中下旬，尽管因新冠疫情停工中断了上述好转趋势，导致其 3 月亏损 172 万元、第一季度累

计亏损 7,164万元，但相对 2019年第一季度亏损 9,529万元，已有明显改善。第二季度因停工影

响，Auria 公司营业收入为 5.38亿元、同比减少 68.48%、亏损 3.17亿元，致使其上半年亏损额

较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在疫情的负面影响下，Auria 公司努力在逆境中前行，积极主动寻找市场



拓展机遇。一方面，临时停产为其启动欧洲区域的产能整合寻得契机，Auria 公司利用疫情停工

期间，完成德国 Lambrecht 工厂关停，最大程度降低了关厂成本，并同步制定了欧洲部分其他工

厂合并的工作计划；另一方面，疫情期间部分同行业工厂出现复工困难或是无法按时生产交货等

情况，Auria 公司发挥欧美多地工厂布局和自身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优势，取得了预计供货年限内

销售总额约 1,000万美元的额外订单。 

 

公司纺织新材料业务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486.91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03亿元同

比下降 27.56%，利润总额为 325.86 万元、同比减少 27.82%。从该业务板块主体企业申达科宝上

半年度销售地区分布来看，其主要客户主要仍分布于欧美、日韩和亚洲其他地区，报告期内受疫

情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跌 25.83%。面对上半年突如其来的外部环境变化，申达科宝通过对

原料使用替代材料、改善工艺配方降低生成本；通过升级设备提高设备对新产品的适应性，提高

制成率；通过增强订单安排计划性，提升生产效率，将降本增效落到实处。同时，响应环保政策

要求，申达科宝于报告期内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新品研制；上半年度，其一款膜结构产品已获得

日韩相关阻燃测试方法通过报告，为提升产品销量、拓宽市场沉淀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进出口贸易业务板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62亿元、同比减少 28.22%，利润

总额-5,692.70万元；其中，海外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抵销前）为 1.02亿元、利润总额亏损 5,416.9

万元，境内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抵销前）为 18.95 亿元、利润总额亏损 275.80万元。上半年

度，公司外贸版块的亏损仍集中在海外公司， PFI 公司亏损 3,692.38 万元（PFI 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向当地法院提交破产申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8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刊载的 2020-029号、2020-038号临时公告）。上半年度，外贸板块始终围绕“全面拓展核心业务，

转型升级实现突破”的目标开展相关工作：一是继续压缩低效业务、缩减人员以做到降本节流；

二是通过参加广交会和进博会的契机，寻求更多客户渠道，并以早介入、多接触客户前期研发和

设计工作中为导向，在 OEM 向 ODM 的转型过程中实现更高层次突破。此外，该板块相关企业顺势

而为扩充业务，借助自身多年贸易经验和资质，承揽订单、加大防疫物资出口，减少其他产品出

口量降低带来的营业收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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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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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