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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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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元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戟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伟中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8,252,669,857.37

9,079,154,364.38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634,561,958.72

5,836,785,239.94

-3.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285,036,872.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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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8,419,702.87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47
比上年同期
增减（%）

5,512,531,285.11

6,246,963,045.63

-11.76

-160,841,867.07

100,824,621.91

-259.53

-207,757,937.20

39,476,800.68

-626.28

-2.79

1.74

减少 4.5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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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0

-2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0

-26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本期金额
（7－9 月）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说明
金额（1-9 月）

2,346,960.76

-2,145,733.85

11,365,567.56

26,625,341.3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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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96,947.85

5,878,543.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退租场地及生产经营性补偿

27,441,447.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2

86,539.20

-1,055,898.60

-2,514,414.50

-9,827,629.82

15,381,600.87

46,916,070.13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2,59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328,271,846

31.92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55,373,195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全称）

质押或
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0

无

0

国有法人

15.11

0

无

0

国有法人

39,772,649

3.87

0

无

0

其他

上海埃森化工有限公司

10,720,246

1.04

0

无

0

其他

周麟骅

10,001,200

0.9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9,173,669

0.89

0

无

0

其他

刘伟

7,777,600

0.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照荣

6,700,000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海伟

3,520,2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秀英

3,464,82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328,271,846

人民币普通股

328,271,846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55,373,195

人民币普通股

155,373,195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39,772,649

人民币普通股

39,772,649

上海埃森化工有限公司

10,720,246

人民币普通股

10,720,246

周麟骅

10,0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200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9,173,669

人民币普通股

9,173,669

刘伟

7,7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7,777,600

朱照荣

6,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0,000

方海伟

3,5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0,200

刘秀英

3,464,820

人民币普通股

3,46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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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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金额：元
本期期末数/本

本期期初数/上年

增减变动

期数

同期数

幅度

货币资金

1,737,848,057.03

2,229,331,298.52

短期借款

239,119,149.73

应交税费
长期借款

项目

变动原因

-22.05%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提前归还了长期借款

343,353,851.08

-30.36%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流动资金借款减少

38,624,336.18

57,689,555.96

-33.05%

主要是因为应交所得税等汇算清缴减少

150,000.00

500,150,000.00

-99.97%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提前归还了长期借款
今年上半年集团服务业、制造业等各板块都受
到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从第三季度起虽有所好
转，但受到全社会复工复产进度、产业链恢复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缓慢的影响，与预算目标、上年同期水平相比
-160,841,867.07

100,824,621.91

-259.53%

的净利润

仍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传统业务
仍占较大比重，特别是汽车市场需求低迷、制
造业业务萎缩、货运门槛低且与部分为制造业
物流、长途客运受交通网络冲击，主业板块毛
利率依然呈下降趋势。

经营活动

主要是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285,036,872.59

358,419,702.87

-20.47%

而固定成本支出变化相对较小，使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减少

额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有保本理财产品到期收
-97,848,448.87

187,650,284.59

-152.14%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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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660,364,805.61

-141,803,761.15

-365.69%

主要是因为本期归还了长期借款（委托贷款）

额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因上海市松江区老镇改造
项目，根据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政府2015年11月17日关于印发《泗泾镇非居住房屋（企业）
征收（动迁）补偿方案》的通知（松江泗泾镇府〔2015〕118号），开江东路26号房屋被纳入政府
征收范围。
根据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联运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与上海大
得同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沪泗泾（老镇）拆
协字第006号】，本次房屋征收补偿总价款为2,840,000元，补偿方为上海市汽车运输服务公司。
上海市汽车运输服务公司历经重组，现为上海市联运有限公司，与征收方确认，补偿款由上海市
联运有限公司取得。其中，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2,180,000元；停业停产损失：218,000元；物
资搬迁：2,010元；装饰装修：3,409元；一次性商铺补贴：300,000元，附属物：1,342元，搬迁
奖励：135,239元。
截止2020年1月底，上海大得同置业有限公司已向由上海市联运有限公司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总
价款共计2,840,000元。其中，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2,180,000元；停业停产损失：218,000元；
物资搬迁：2,010元；装饰装修：3,409元；一次性商铺补贴：300,000元，附属物：1,342元，搬
迁奖励：135,239元。至此，开江东路26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
详情请见2019年12月28日、2020年2月11日刊载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江东路26号房屋被征收的公告》
（临2019-024）、《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开江东路26号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公告》
（临2020-003）。
（2）根据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沪规土资综[2010]412号文件《关于同意徐汇区土地储
备规划（2010—2012）并下达2010年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及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发改城
[2018]5号文件《关于徐汇滨江区先行实施储备项目主体调整的批复》相关精神，位于龙华中路525
号土地及房屋被纳入政府收储范围。
根据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
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与上海市徐汇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的《中东三家里（二期）斜土街道106街
坊 18/2 丘地 块 土地 使 用权 收 购 补偿 合 同》 ， 被收 储 的 龙华 中 路 525 号 地块 收 储 补偿 总 价款
95,206,400元，由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共同取得。其中，上海市
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取得被收储无证建筑部分价值补偿、附属设施价值、停产停业损失、协议签约
奖等合计27,426,782元，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取得被收储土地部分价值补偿、被收储有证建
筑部分价值补偿等合计为67,779,618元。
2020年4月，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收到实施方上海徐汇滨江开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的
房屋收储补偿总价款27,426,782元。至此，龙华中路525号地块收储补偿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
详情请见2020年1月2日、2020年4月23日刊载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华中路525号地块收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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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2020-001）、《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龙华中路525号地块收储补偿款的公告》
（临2020-015）。
（3）2019年5月，公司子公司上海交运崇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崇明”）
的二网经销商上海宏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森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高某
携款失联。2019年6月13日，宏森公司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立案。2020年3月30日，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交运崇明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维护大局稳定，在与该案件并无直接关
联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拟定化解方案，并先行垫付、偿付消费者经济损失。
根据交运崇明与宏森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及交运崇明与宏森事件中消费者签订的承诺书，
交运崇明已委托律师进行交运崇明与宏森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交运崇明
垫付资金、交付车辆折价款共计人民币1284万元及相关经济损失150万元。2020年5月11日上海市
崇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件。该案件于6月10日举行过一次开庭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解，但被告方
无人参加第一次庭审，且由于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春森处于刑事拘押阶段，实际关押监狱尚
未确定，因此无法进行后续事实调查，法院将根据高春森关押情况再确定后续开庭时间。截至本
报告公告日，交运崇明尚未收到法院第二次开庭通知。
(4)在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5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选举许剑敏先生担任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邹颖女士因职务变动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5）2020年7月16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沪国资委改革
【2020】164号《关于委托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通知》以及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为贯彻落
实《上海市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的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发
挥资源协同效应，经市委、市政府同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委托上海久事（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根据《公司法》、《合同法》、《企业
国有资产法》、《上海市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委托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文件精神，
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出资人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人事任免权）委托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行使，资产收益权、章程修改、重大事项决策权（包括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减
少注册资本，解散、申请破产、发行债券）除外。该项委托管理期限自委托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
至2021年底。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载的《上海交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管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公告》（临
2020-021）。
（6）在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
事长辞职的议案》，张仁良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
职务，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裁朱戟敏先生暂时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
会职务，代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至公司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为止。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载的《上海交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0-023）、《上海交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临2020-024）。
(7)在2020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9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郑元湖先生担任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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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2020年9月1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董事长的议案》，郑元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办理完毕工
商登记变更手续，法定代表人由张仁良先生变更为郑元湖先生。
(9)在2020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9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严杰先生担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刘长奎先生因个人工作岗位要求的原因，不再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10)在2020年9月1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财务
总监退休离任的议案》，叶跃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自即日起退休
离任。公司财务总监职责由公司董事、总裁朱戟敏先生代为履行。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造成明显冲击，公司主要业务均受
到疫情影响，物流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恢复缓慢，汽车产业仍显疲态，特别是客运旅游企
业客源急剧萎缩，行业整体呈现低迷状态。第三季度起公司亏损金额正逐步收窄，但未来宏观环
境依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消费恢复总体缓慢，市场需求回暖仍有待时日，物流、旅游等产业仍
面临较大挑战。公司将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聚焦主业，稳住基本盘，积极应对面临的不利局
面。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将加强汽车零部件物流转型，扩大医药物流中心规模，延伸钢铁物流产
业链，增强冷链配送竞争力。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将关注客流情况，优化客运线路，加大定制班
线推广，加强长三角道路客运企业密切合作。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将加强市场拓展力度，
强化采购、生产、成本管控力度，遏制被动局面。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将紧贴市场需求，加
强营销策划，利用线上线下渠道，优化客户体验，提高销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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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元湖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