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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676                                                  公司简称：交运股份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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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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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杨国平 重要公务原因 蒋曙杰董事 

独立董事 王力群 重要公务原因 陈乃蔚独立董事 
 

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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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年 3月 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公司拟以 2016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028,492,9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02,849,294.40元，分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

以后年度。该预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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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运股份 600676 钢运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以刚 曹群耿 

办公地址 上海市恒丰路288号 上海市恒丰路288号 

电话 63172168 63178257 

电子信箱 jygf@sh163.net jygf@sh163.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6 年是公司“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公司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公司坚持新发展理

念，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坚持“稳增长、调结构、强内涵、促共享”的工作

基调，围绕“主业发展转型升级，改革调整持续深化，产业结构平衡协调，员工保障改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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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重点，实现了公司“十三五”发展稳健开局。公司名列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第 295 位、

上海企业 100 强第 65 位、上海服务业企业 100 强第 38 位。 

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专注主业做大做强做精，拓展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持稳定、

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 

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货物运输一级企业，拥有货运车辆 3000 余辆、

各类装卸搬运设备 30 余台，拥有各类仓库 18 万平方米，与国内外各类专业物流企业开展紧密合

作，物流运作网络覆盖全国 260 多个城市,运输能力和运营范围基本实现全国通达无障碍。公司持

续推进与大集团、大客户、大企业联手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了道路货运与物流业务结构,大力发

展冷链物流、医药物流、城市配送、汽车物流、贸易物流等新兴重点物流业态。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旅客运输一级企业，拥有各类中高档大客车 600

余辆，核准长途客运线路 500 余条，线路辐射 16 个省市。形成以上海长途客运东站、上海长途客

运西站、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和上海长途客运北站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客运站点网。长途客运车辆

逐步向节能型、智能型、豪华舒适型发展，不断满足乘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出行需求。 

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方面：公司是汽车维修行业一类企业，拥有奥迪、沃尔沃、一汽大

众等知名品牌 4S 服务店，以及专业汽车修理厂、维修网点，形成了具有汽车销售、车饰、维修、

保养技术咨询、汽车俱乐部、培训服务、质量检测、汽车配件零售批发功能的专业化、特色化的

经营网络，是上海地区著名的以乘用车销售和汽车维修为主的汽车后服务经销商。 

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方面：公司拥有二十多年的汽车零部件开发和制造经验，是国内

最早参与轿车零部件本地化生产的企业；拥有上海地区中山南二路、金桥、川沙、白鹤、安亭和

山东烟台、辽宁沈阳、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等生产基地；拥有众多技术性能先进的制造设备，专

业从事汽车动力总成关键部件、车身及车身附件总成、汽车座椅骨架、汽车座椅调角器和高速列

车座椅骨架的制造和研发，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为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等国内

外知名品牌汽车制造商提供专业配套服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9,116,337,172.17 7,355,529,478.77 23.94 7,246,900,568.05 

营业收入 8,464,823,382.61 8,210,929,560.30 3.09 8,935,485,26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7,670,366.16 341,851,211.28 -10.00 320,706,43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5,416,832.93 273,750,424.24 -10.35 233,512,07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324,164,052.71 3,711,333,483.15 43.46 3,472,845,74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564,167,144.02 687,200,109.79 -17.90 653,870,4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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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5 0.40 -12.50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5 0.40 -12.50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84 9.52 减少1.68个

百分点 

9.6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936,614,520.31 2,032,264,592.6 2,146,244,377.37 2,349,699,89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7,353,308.06 73,610,876.1 57,403,094.04 99,303,08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6,248,338.34 64,069,932.9 49,097,868.43 66,000,69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586,923.67 48,956,417.3 91,788,924.88 271,834,878.2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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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3,3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60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66,447,609 328,271,846 31.92 66,447,609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

公司 

-25,725,329 155,373,195 15.1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 

-34,494,900 27,298,535 2.65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18,027,645 18,027,645 1.7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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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鼎泰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55,013 11,655,013 1.13 11,655,013 无 0 其他 

李建华 11,208,811 11,208,811 1.09 11,188,811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惠泽定增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188,811 11,188,811 1.09 11,188,811 无 0 其他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0 9,173,669 0.89 0 无 0 其他 

沈永富 8,112,900 8,112,900 0.7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兴证证券资管－招商银

行－兴证资管鑫成智远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589,206 7,589,206 0.74 6,993,006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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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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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上海交运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2年公

司债券 

12沪交运 122205 2012 年 11

月 16 日、19

日、20 日 

2017年 11

月 16 日 

800,000,000 5.05 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2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

利率公告》以及《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沪交运”公司债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

公司于 2016年 11月 16日支付自 2015年 11月 16日至 2016年 11月 15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共

计人民币 4040万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05%，每手“12 沪交运”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

发利息为人民币 50.50 元（含税）。详情请见 2016 年 11 月 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http://www.sse.com.cn）的公司相关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对本公司主体信用状况和本公司发行的 2012年公司债券进行信用评级以及跟踪信用评级。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级，本期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稳定。报告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

本公司主体信用状况和本公司发行的 2012年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维持本公司发行的“12 沪交运”债项信用等级为 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

详见公司 2016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载的《上海交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在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公布后的规定时间内，完成

公司最新跟踪评级。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及时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及

时关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0.3682 0.4368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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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全部债务比 4.08 3.77 8.22 

利息保障倍数 10.52 9.48 10.9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进一步明确了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任务要求，

把改革创新、转型升级贯穿各项工作，结合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和行业市场变动趋势，在调整中谋

求新的发展。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产业市场需求低迷、地区行业走势分化等因素影响，公司以“十三

五”开局为突破，积极把握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特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明确要求，综

合施策，注重转型发展，注重补齐短板，有力有序推进重点工作开展。通过公司稳步推进改革发

展，有序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实现了经济运行平稳可控，提质增效。报告期内，公司共实

现营业收入 84.65亿元，同比增加 2.5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07亿元。 

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围绕宝钢欧冶、建工集团、烟草集团等重大项目，寻求合作机遇，继

续巩固和扩大“大企业、大园区、大客户”的战略合作。有序推进管理改革，组建城市冷链及配

送事业部，细分目标配送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继续拓宽业务渠道，组建工程物流、石化物流、

液化气物流、钢材电商物流等项目推进小组，加强大企业市场的开发力度。积极拓展国际货运、

贸易及代理业务，完成丸红物流越南项目、伊藤忠项目等业务操作。加快湛江 BOO 项目运作，启

动湛江钢铁物流基地建设，提升运作效益。稳步做好搬场城配物流、冷链物流、制造业物流、风

电项目、精品钢加工中心等业务拓展。报告期内，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完成营业收入 21.04亿元，

同比增长 4.10%。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积极应对高铁冲击，通过合理定价、公车经营、互动配载等方式，努

力稳定客流。推进服务类员工星级评聘机制，规范服务标准，统一服务流程，加强优质产品打造，

推出上海至杭州高档商务班线，满足商务旅游人士出行需求，不断提升长途客运服务水平。依托

网络信息技术，加大区域互联售票服务力度，探索定制班线服务平台。继续推进重点项目，迪士

尼乐园商旅快线投入运营，积极扩大房车租赁业务，通过“迪士尼+房车”、“营地+景点”等形式，

策划制定打包旅游产品。进一步推进水上旅游服务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游船服务品质。报告期内，

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完成营业收入 6.37亿元，同比增长 0.29%。 

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积极发展高端乘用车品牌，沃尔沃零售体验店开业，长江西路一

汽马自达项目、广汽丰田 4S店项目、龙吴路一汽大众项目有序推进。适应互联网营销特点，加强

商务模式创新，推进线上线下体验中心建设，增强网络平台集客能力，完善交运汽车销售服务网

络，拓展快修服务，加强汽车租赁、二手车经营、汽车金融等业务探索，努力发展多元化服务。

报告期内，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完成营业收入 24.81亿元，同比增长 5.44% 。 

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积极抓好新项目拓展，获得 8个新项目的落地，持续关注新能

源汽车技术发展动向，重点跟踪电池支架类零件等项目培育。坚持推进质量管控，完善质量管理

体系，提高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白鹤基地、曹路基地投入生产运行，进入爬坡提速阶段，滁州

厂房设备投入基本到位。装备、模具、进出口中心孵化初见成效。报告期内，汽车零部件制造与

销售服务完成营业收入 30.89亿元，同比增长 0.8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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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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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本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 67 家子、孙公司。具体

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曙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3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