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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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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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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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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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05,809,254.75 916,922,695,643.33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7,893,392,429.57 273,773,675,300.63 1.5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5,018,370,797.57 356,613,677,795.50 -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09,615,034.17 13,313,754,130.16 -4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07,982,660.07 11,853,588,253.51 -4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3,531,596.10 1,584,767,326.97 -396.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 4.97 减少2.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0 1.150 -4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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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37 7,988,004,016 0 无   

跃进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 413,919,141 0 无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403,301,6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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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50 292,229,581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84 98,585,000 0 无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75 87,719,29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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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3 49,88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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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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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20,6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其中，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本次回购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为 69,458,7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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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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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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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8 64.1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9.09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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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冲击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159.9 亿元，同比下降 13.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1 亿元，同比下降 48.1%。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关键在

进”的全年工作总基调，坚韧不拔“抓机”拓市场，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确保市占率止跌回

稳；坚持不懈“克危”练内功，不断提升管理的精益化程度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坚定不移“提质”

促转型，持续提升面向电动智能网联新赛道的核心竞争力；尽最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全力以赴完成年度各项经营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