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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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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28,581,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松芝股份 股票代码 00245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睿  

办公地址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颛兴路 2059 号  

电话 021-52634750  

电子信箱 chenrui@shsongz.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原因，汽车行业在上半年收到较大冲击。随着我国经济活力的逐步恢复，汽车行业也在下半年表现出

复苏迹象。总体来说，汽车行业在2020年的表现好于预期。2020年全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2,522.5万辆和2,531.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和1.9%，降幅较2019年有所收窄。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1,999.4万辆和2,017.8万辆，同比

分别下降了6.5%和6%；商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523.1万辆和513.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0%和18.7%。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完成了136.6万辆和13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和10.9%。 

公司专业从事汽车、轨道交通及冷链物流等领域热管理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汽车热管理相关产品的领导企

业。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大中型客车、乘用车、专用车、货车、轻型客车、轨道车及冷冻冷藏车等各类车辆。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已经成为我国自主品牌热管理相关产品供应商中产品种类最丰富、技术开发能力最强、市场占有率领先的整车热管理产

品领导者。报告期内，公司在整车热管理系统领域已包括汽车空调相关芯体零部件、汽车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相关部件及

系统、ATS发动机冷却系统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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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模式方面，公司的大中型客车热管理业务板块主要存在“标配模式”和“终端模式”两种经营模式。针对公交公司、客运

公司等最终客户市场，该类客户更为关注汽车零部件的品牌、性能、质量、售后服务的个性化、及时性、便捷性和完善性。

公司具有技术先进、售后服务网络完善、产品质量稳定等特点，采用“终端模式”可以增加客户对公司的了解和认知，更好地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公交公司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针对主机厂等客户，公司主要采用“标配模式”为客户

提供大批量、标准化的大中型客车热管理相关产品。目前公司的标配客户包括苏州金龙、厦门金旅、安凯客车等。由于小车

热管理产品具有大批量、标准化程度高、单价较低、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公司在小车热管理业务板块主要采用“标配模式”。

销售渠道有两种，一为直接向整车制造商销售，二为通过整车制造商的一级供应商间接向整车制造商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汽车行业波动大、大中型客车市场下滑的不利影响，继续稳定公司在大中型客车热管理行业中的地位的

同时，抓住货车及工程机械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提升客户及订单质量，不断优化持续盈利能力，取得了较好效果。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383,834,845.84 3,405,998,820.80 -0.65% 3,687,813,11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907,403.91 176,399,664.62 39.97% 175,957,09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681,826.89 122,891,264.75 -1.80% 25,161,68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472,145.54 245,903,570.41 97.83% 504,646,79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8 39.29%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8 39.29%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2% 5.41% 1.61% 5.5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548,453,988.90 5,807,444,407.87 12.76% 5,901,274,21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36,699,714.22 3,432,555,809.09 5.95% 3,295,270,581.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4,573,760.93 944,719,887.46 851,867,168.81 1,062,674,02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7,547.96 70,772,204.86 72,792,905.10 100,100,86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82,454.72 60,087,909.69 61,447,897.14 5,128,47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551,369.81 30,771,921.41 -19,619,706.27 262,768,560.5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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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23,836 年度报告披露日 22,813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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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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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福成 境外自然人 43.82% 275,470,809    

北京巴士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8% 13,689,000    

吴军 境内自然人 1.74% 10,968,570    

刘伟文 境内自然人 1.58% 9,931,500    

#苏乾坤 境内自然人 1.23% 7,758,5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2% 7,030,050    

陈福泉 境外自然人 0.91% 5,700,945    

南京公用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5,402,955    

蒋丽涛 境内自然人 0.82% 5,183,600    

深圳市佳威尔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4,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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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大中型客车热管

理产品 
1,158,376,295.97 792,040,788.66 31.62% -23.11% -14.34% -7.00% 

小车热管理产品 1,713,187,094.16 1,486,290,971.86 13.24% 12.08% 13.65% -1.2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三家子公司，分别为松芝大洋冷热技术（大连）有限公司、青岛加冷松芝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和上海松芝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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