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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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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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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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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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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上汽集团

董事会秘书
卫勇
（021）22011138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4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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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489号
saicmotor@sai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736,169,180,087.05
220,332,741,701.88
本报告期
（1-6月）
-33,047,533,199.17
457,178,484,075.73
18,981,863,413.56

723,533,131,261.59
225,335,302,711.77

14,623,005,407.94
390,107,858,861.45
15,958,212,232.9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75
-2.2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326.00
17.19
18.95

17,261,582,640.05

15,675,798,855.49

10.12

8.13
1.625
不适用

7.59
1.379
不适用

增加0.54个百分点
17.84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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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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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上年同期

注 1：2018 年 3 月，公司之子公司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域汽车”）完成收购上海小糸车灯有
限公司（现更名为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域视觉”
）50%股权相关工作，华域视觉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纳入华域汽车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华域汽车确认其原持有的股权一次性溢价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注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因汽车消费
信贷规模增加，今年发放的客户贷款较去年同期增加；同时，本期回购业务较去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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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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1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

持股数量

例(%)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件的股份数量

量

国有法人

71.24

8,323,028,878

未知

3.86

451,439,281

无

国有法人

3.54

413,919,141

无

未知

2.87

335,186,286

无

未知

0.95

111,200,000

无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87

101,098,840

质押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86

100,754,000

无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75

87,719,298

无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75

87,719,298

无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0.68

79,711,098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股
权价值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131,578,947

无

55,13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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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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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平稳，但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国内汽
车市场在增速趋向平缓增长、行业走向全面开放、竞争转向跨界交错的时代大背景下，虽然第一
季度开局走势超出预期，但从 4 月下旬开始，终端零售增速逐月放缓，市场出现趋冷走缓的迹象。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整车 1399.9 万辆，同比增长 3.7%，较去年同期回落 0.5 个百分点；
其中，乘用车销售 1166.4 万辆，同比增长 3.5%，商用车销售 233.4 万辆，同比增长 4.5%。从总
体看，虽然随着整车进口关税下调，国内车市竞争更趋激烈，车系厂商间的分化日益加剧，但消
费升级带来了新的结构性机遇，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方兴未艾，移动出
行服务引领转型变革，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的挑战和机遇已迎面
而来。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整车销售 352.3 万辆，同比增长 11%，在体量基数已经相当大的情况
下，销量增速将近是市场平均增速的 3 倍；其中，乘用车销售 308.1 万辆，同比增长 11.7%，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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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销售 44.2 万辆，同比增长 6.3%（不含微车的一般商用车同比增长 40.8%）
；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到 24.2%，同比提升 1.2 个百分点，进一步扩大了在国内市场的领先优势；上半年公司实现整
车出口及海外销售 13 万辆，同比增长 104%，整车出口继续排名全国第一，领先优势持续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4648.52 亿元，同比增长 17.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9.82 亿元，同比增长 18.95%，收入和利润增速均高于销量增速，经济运行高质量发
展，经营业绩再创同期最好水平。
1、坚持稳中求进拓市场，推动合资自主两翼齐飞、强势并进。
自主品牌乘用车分公司上半年销售整车 35.9 万辆，同比增长 53.7%，增速领跑国内主流乘用
车企业，其中互联网车型销量占比超过 40%，新能源乘用车从 5 月份起月销量迈过万辆级台阶，
在上海以外市场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到 60%，郑州基地一期项目竣工投产，郑州基地二期项
目和宁德基地也已启动建设；上汽大通（含跃进）销售整车 6.7 万辆，同比增长 36.6%，C2B 大规
模定制的创新模式和“智选、智联、智行”的理念得到市场初步认可，T60 皮卡单月出口销量跃
居全国第一，跃进 E100 互联网新能源物流轻卡成功上市。公司主要整车合资企业中，上汽大众、
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五菱继续领跑国内乘用车市场；其中，上汽通用五菱和上汽大众上半年销量
双双跨越 100 万辆，并且上汽通用五菱整车销量排名全国第一，上汽大众乘用车销量排名全国第
一，上汽通用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10.4%，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上半年，公司自主及合资新
能源产品全面发力，共销售新能源乘用车和新能源商用车 5.7 万辆，同比增长 275%，市场占有率
强势跃升，中高端的品牌形象进一步巩固加强。
2、坚持进中求新促发展，推动“新四化”战略不断深化、加快落地。
一是新能源领域全面做强。在核心技术研发升级方面，今年上汽“低能耗插电式混合动力乘
用车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本次评选中唯一获奖的汽车类项目。
目前，公司正全力推动新一轮“三电”核心技术创新，全新电动车 E 架构的自主开发正在按期推
进，上汽 300 型大功率燃料电池电堆也在加紧优化系统设计方案，努力达到国际一流技术水平。
在关键产业链布局方面，公司在 IGBT、电池电芯和电池系统、电驱动系统等核心部件上的业务布
局已启动运营。在产品布局方面，公司针对细分市场需求，加快推出新能源家用产品，并按照国
家“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在公交出租、环卫邮政、物流通勤、码头作业等商
用领域，提供全覆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二是智能网联领先布局。在智能驾驶决策控制核心部件方面，上汽智能驾驶决策控制器 iECU
的开发已进入冲刺阶段，下半年上市的 MARVEL X 车型将在年底搭载“最后一公里”自主泊车功能，
并将率先实现量产；在人机交互的车机端系统方面，通过实施全球最大规模的 OTA 空中升级，斑
马智行 2.0 系统已经全面搭载在现有互联网车型上，下半年上市的 MARVEL X 还将首次搭载斑马智
行 3.0 系统。与此同时，在智能制动和转向等底盘执行系统、ADAS 智能感知系统、车用高精电子
地图、V2X 车联通讯等关键领域，公司通过集成全球优势创新资源，并充分发挥自身产业链体系
优势和自主创新平台作用，已实现各关键领域的领先布局。今年 3 月，公司还获得了国内首张自
动驾驶开放道路测试牌照，开放道路实车测试里程已超过 3000 公里。未来公司不仅面向乘用车用
户提供高速公路和城区道路工况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还将为港口驳运、城市环卫等场景提供商
用车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三是基于数据共享打造移动出行服务平台。公司瞄准人的智慧出行、车的便捷服务、物的高
效流动，加快打造移动出行服务大平台和大生态。在人的智慧出行方面，上汽网约车业务正式启
动布局；环球车享新能源分时租赁业务已进入全国 62 个城市，会员总数累计达 275 万人，单车日
订单数和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升。
在车的便捷服务方面，车享家已在全国 118 座城市开设了近 1700
家门店，会员总数超过 300 万人；车享网上半年销售整车 10.8 万辆，并探索以用户个性化定制方
式打造车享定制车型，拓展新车销售；汽车相关金融服务领域，基于用户驾驶行为的 UBI 创新车
险产品已正式上线，
“以租代购”业务已拓展至全国 66 个城市，
“好车 e 贷”在线金融服务平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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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用户已达 252 万。在物的高效流动平台建设方面，在加快完善安吉物流汽车物流网络布局、优
化运能结构的同时，探索打造货运公共服务平台。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方面，公司加快建设“上汽
数据湖”大数据应用管理平台和上汽云计算中心，数据驱动业务链优化的能力持续提升；上汽人
工智能实验室正式成立，聚焦智慧出行和智能制造，提供人工智能应用解决方案。
四是以差异化开拓国际经营新局面。上汽正大公司上半年在泰国销售整车 1.2 万辆，同比增
长 103%，其中 MG ZS 上市仅 4 个月就跃升为当地细分市场的销量冠军，全球首款支持泰语语音控
制的互联网汽车系统 i-SMART，深受泰国年轻消费者追捧。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公司努力打造低成
本、高效运作的海外样板基地，上半年销售整车 8000 台，新产品 CN210M 投产上市后取得良好反
响。名爵汽车印度公司 Ha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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