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104

公司简称：上汽集团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上汽集团
董事会秘书
王剑璋
（021）22011138
（021）22011777
saicmotor@saic.com.cn

股票代码
600104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上海汽车

证券事务代表
卫勇
（021）22011138
（021）22011777
saicmotor@saic.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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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15,091,487,855.35
175,897,020,811.36
本报告期
（1-6月）
346,294,748,582.74
15,059,563,192.03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511,630,690,839.21
0.68
175,128,738,657.93
0.4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上年同期
期增减(%)
319,756,130,579.75
8.30
14,165,464,201.65
6.31

13,969,676,649.85

13,723,671,731.92

1.79

-4,837,284,143.11
8.34
1.366
不适用

11,752,330,598.52
8.56
1.285
不适用

-141.16
减少0.22个百分点
6.3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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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8,00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

数量

件的股份数量

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74.30

8,191,449,931

0

无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75

413,919,141

0

未知

未知

3.12

344,527,297

0

未知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3

334,408,775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9

120,238,754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91

100,754,000

0

未知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未知

0.24

25,999,873

0

未知

未知

0.23

25,179,000

0

未知

未知

0.22

24,673,269

0

未知

未知

0.19

21,333,50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汇智资产－民生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中融－鑫瑞 1 号结构
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GIC

PRIVAT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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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 9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国内汽车市场总体呈现平稳增长的走势，增幅
好于去年同期水平，但较去年第四季度增速明显回落，并且市场结构明显分化。上半年国内市场
销售整车1295万辆，同比增长7.3％；其中，乘用车1093万辆，同比增长10.6％，商用车201万辆，
同比下降7.3%。
随着公司销量规模的不断增长，在国内汽车市场结构日益分化、汽车行业新技术和新模式不
断涌现的背景下，公司继续保持市场领先优势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要
求也更显紧迫。今年上半年，公司一方面以终端零售为重点，通过加大新品投放、加快渠道下沉、
优化产销结构等举措，抓好市场销售工作，确保公司经济运行质量稳中有进；另一方面以创新项
目为抓手，通过在产业链两端发力，抓好前端的技术创新和后端的模式创新，着力在关键领域形
成突破。
在市场销售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整车销售300.2万辆，同比增长4.9%；其中，乘用车256.1
万辆，同比增长9.8％，商用车44.1万辆，同比下降16.8%，国内市场占有率22.8%，继续保持国内
市场领先地位。上半年公司商用车销量降幅较大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导致：一方面，上半年国内微
客市场深度下滑，同比下降32.4%，虽然公司的微客产品表现好于市场水平，并且剔除微车产品
后的其他商用车产品同比增长13.4%，但由于微客产品占公司商用车的比例将近60%，因此对整体
销量的影响相对较大；另一方面，面对微客市场持续萎缩的不利局面，集团下属企业上汽通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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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主动调整产销结构，加大了乘用车产品的市场投放，乘用车产品销量同比增长26%，因此结构
调整也对公司商用车销量增速产生了一定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12.65亿元，同
比增长8.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60亿元，同比增长6.31%，经营质量继续稳
中有升。
在产业链前端的技术创新方面，一是以互联网汽车为突破，加快构建基于移动服务的生态圈。
荣威RX5互联网汽车完成产品开发工作并已发布上市，相关服务平台充分集成线上通讯、地图和
线下服务资源，为下半年正式运营做好准备。二是加快新能源产品项目研发，公司插电强混版互
联网汽车、新一代纯电动轿车以及第二代电驱变速箱研发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燃料电池汽车的电
池系统、电堆及核心零部件加快改进升级，搭载新型电堆的荣威950燃料电池汽车完成首次冬季试
验，实现了电池系统及整车在摄氏零下20度环境下的冷启动和低温环境运行。三是在智能化等前
瞻技术研究方面，公司重点围绕自动驾驶和自动泊车的关键技术，通过自主控制算法原理开发，
实现了智能驾驶车辆的巡线行走与自动泊车功能。四是加快建设上汽集团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
公司成立了数据业务部，开展了相关技术论证和平台初期建设，并以大规模定制项目为切入点，
探索构建“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的业务体系。
在产业链后端的模式创新方面，一是对车享电商平台进行业务重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市场
化运作，同时加快拓展“车享家”线下网络布局。二是新能源分时租赁业务通过整合资源，成立了“环
球车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立足全国、面向全球，努力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运营服务企业。三是加快新能源充电桩和配套信息平台建设，智能云平台已发布并投入运营，移
动端 APP 和微信内嵌应用均实现上线运行。四是设立上汽金控管理公司，搭建上汽集团金融业务
的投资平台和管理平台，并通过整合租赁业务资源、筹建基金销售公司和金融服务渠道公司等举
措，加快构建上汽集团产融结合的生态圈。五是加快国际经营步伐，上半年上汽集团实现整车出
口 4 万辆，排名全国第一，并通过完善海外基地管理模式，持续深耕东盟、中东、南美等重点海
外市场，上汽通用五菱印尼项目等重点海外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之中。
3.1 主营业务分析
3.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46,294,748,582.74

319,756,130,579.75

8.30

营业成本

303,369,294,275.25

286,967,089,423.21

5.72

销售费用

20,380,055,830.69

11,526,354,405.97

76.81

管理费用

14,525,620,556.24

13,347,187,382.03

8.83

财务费用

10,523,451.53

175,697,664.57

-94.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37,284,143.11

11,752,330,598.52

-141.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03,110,204.12

-13,793,747,721.34

148.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78,696,185.44

-6,073,037,092.80

193.51

研发支出

4,128,371,998.92

3,709,490,356.47

11.29

分析：
1）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①公司之子公司改变了经销商返利的会计核算方法；②公司本期促销奖励增加。
2）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强存量资金管理，提高资金收益率，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公司之子公司财务公司发放的个人汽车消费信贷增加所致；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公司之子公司财务公司本期赎回基金类产品所致；
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①公司之子公司上汽通用金融发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和金融债；
②公司之子公司华域汽车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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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正在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
2015年11月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上海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以及《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公告》等系
列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年12月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上海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2015
年12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超过99%的赞成率通过了非公开发行相关
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12日发布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3617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相关主体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
《关于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
《关于公司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和《关
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前述内容，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公司 2016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超过 99%
的赞成率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及公司采取措
施的议案》和《相关主体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发布的《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
知书》
（153617 号）
，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016年4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
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鉴于公司于2016年7月8日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故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和
发行数量上限进行了调整。2016年7月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调整为14.20元/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不超过1,056,338,028股（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对该事项的相关进展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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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2015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6 年经营计划的各项工作均处于
受控状态，进展正常。
（公司上半年整车产销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上海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份产销快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仍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国内汽车市场也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综
合各方面信息，公司预计全年国内汽车市场销量在 2685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7％；其中，乘用车
2285 万辆，同比增长 9%，商用车 400 万辆，同比下降 3.7%。公司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重在
求进”的全年工作主基调，抓当前、拓市场，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为创新转型夯实基础；
抓长远、谋全局，扎实推进“十三五”战略项目，为创新转型拓展空间；抓改革，求突破，着力营
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创新转型增添动力，力争全面完成年初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十三
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3.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汽车制造业
金融业
合计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成本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年增减（%） 年增减（%）

346,294,748,582.74

303,369,294,275.25

12.40

8.30

4,970,595,940.78

1,011,176,285.85

79.66

28.79

351,265,344,523.52

304,380,470,561.10

13.35

8.54

5.72

（%）
增加 2.15 个百分点

-25.73 增加 14.94 个百分点
5.57

增加 2.45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成本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年增减（%） 年增减（%）

（%）

整车业务

256,131,628,142.07

229,683,031,583.29

10.33

3.96

1.53

增加 2.16 个百分点

零部件业务

71,236,057,309.80

57,359,953,364.53

19.48

21.89

22.83

减少 0.61 个百分点

贸易业务

5,205,035,000.12

4,994,953,631.62

4.04

-1.86

-0.67

减少 1.15 个百分点

劳务及其他

13,722,028,130.75

11,331,355,695.81

17.42

42.31

25.80 增加 10.83 个百分点

金融业务

4,970,595,940.78

1,011,176,285.85

79.66

28.79

-25.73 增加 14.94 个百分点

351,265,344,523.52

304,380,470,561.10

13.35

8.54

合计

5.57

增加 2.45 个百分点

3.2.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中国

336,656,378,190.70

4.53

海外

14,608,966,332.82

846.65

合计

351,265,344,523.52

8.54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本期海外业务收入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华域汽车与 Johnson Controls Inc.
（“美国江森自控”）开展全球汽车内饰业务重组，于 2015 年 7 月成立延锋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详见华域汽车（证券代码 600741）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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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公司业务基本涵盖了汽
车产业链的各环节，有利于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二是国内市场领先优势。公
司整车产销规模多年来保持国内领先，产品门类齐全，销售服务网络点多面广，布局不断优化，
有利于公司持续提高市场影响力和对用户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三是持续提升的创新能力新优势。
公司已初步构建起自主品牌全球研发体系框架；主要合资整车企业的本土化研发实力也在不断提
升；新能源汽车研发自主掌控核心技术；汽车后市场加快创新布局，汽车金融服务领域创新能力
突出，业务规模国内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产业价值链部署创新链，按照“重在向产业
链两端加快延伸，加快创新、加快转型，着力提升产业链整体能级”的总体构思，全力推进转型升
级的步伐。在研发端，重点瞄准新能源、互联网、智能化等关键技术，为创新发展创造技术优势；
在市场端，重点瞄准服务贸易、金融、海外市场，为转型升级创造市场空间，并切实提高资本运
作能力，努力推动产融结合，支撑产业发展；同时，借助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平台，全方位加强
上汽集团品牌建设，提升公司形象，并为自主品牌发展提供强大背书。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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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公司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500,000,000.00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
公司。除此之外，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无重大变化。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虹

2016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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