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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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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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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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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集团 600104 上海汽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逊 陆晓龙 

电话 （021）22011138 （021）22011138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489号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489号 

电子信箱 saicmotor@saic.com.cn saicmotor@saic.com.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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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476,663,549.20 919,414,755,796.94 -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975,059,935.85 260,102,954,415.43 6.1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56,613,677,795.50 274,520,292,130.57 2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13,754,130.16 8,394,265,990.37 5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53,588,253.51 7,176,080,833.04 6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4,767,326.97 29,357,664,200.45 -9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7 3.31 增加1.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0 0.718 60.17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原因：一、得益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汽车市场复苏效应

明显，带动公司销量同比增加；二、公司一直坚持的“稳增长，抓零售，调结构”工作收效显著，

公司在实现销量增长的同时也优化了产销结构，提高了毛利水平，实现同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增幅的良好业绩。 

公司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94.60%，其中公司金融板块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314.55亿，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上汽财务公司为满足贷款业务的资金需求，

同时为降低融资成本，发行了 ABS 用于置换同业拆借资金所致；同期公司制造板块企业经营活动

产生现金净额为 145.41 亿元，同比增加 36.82 亿元，增幅达 33.91%。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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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71.24 8,323,028,878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3.87 451,968,704 0 无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54 413,919,141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99 349,768,454 0 无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中

原股权价值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0.90 105,230,000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86 100,754,000 0 无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75 87,719,298 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未知 
0.71 82,480,624 0 无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61 71,688,948 0 无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0.35 40,704,757 0 无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况说明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3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并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

份。2021 年 1 月 19 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实际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 108,161,92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93%。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上海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为 108,161,92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与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 9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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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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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9 上汽 01 155709 2019/9/19 2022/9/19 30 3.4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9 上汽 02 155847 2019/11/14 2022/11/14 20 3.6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2.73 66.2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7.77 18.4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全球车用芯片供应严重短缺，对公司生产和批发销量的完成进度造成较大影响。

下半年，公司将密切跟踪芯片供应恢复情况，想尽一切办法提升芯片供应的保障力，做好生产资

源调配和生产组织安排，加快生产批发进度，积极缓解终端“供不应求”的现状，更好满足用户需

求，全力冲刺年度经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