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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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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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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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汽车 600609 ST金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学龙 杨秀丽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 

电话 024-31663565 024-31663562 

电子信箱 stock@syjbauto.com.cn stock@syjbauto.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设计、生产和销售汽车零部件，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内饰件、座椅、

橡胶件等。主要客户包括华晨宝马、华晨雷诺、华晨中华等多家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的具体经营模式为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四个环节。 

在采购环节，下属企业均已建立了完善的原材料采购体系，包括合格供应商的选择、日常采

购控制以及供应商的监督考核。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的月度生产计划修订采购计划并予以实施。

部分采购按照整车厂的要求采取定点采购的方式，以保证原材料的质量、稳定性和交货期限。 

在生产环节，汽车零部件企业根据整车厂的订单，编制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检验交付产品，



其中部分非核心零部件外包给二级、三级零部件供应商。公司采用精益生产管理方式，严格执行

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产品检验、设备运行的可追溯性控制。 

在销售环节，零部件企业主要通过招投标、商务洽谈等方式获取订单，由于大部分汽车零部

件需要前期与整车厂共同开发设计，实验检验，然后才能进行批量生产，所以零部件企业的销售

合同大部分都要直接洽谈。在批量生产出汽车零部件后，直接向整车厂供货出售或者向零部件一

级供应商供货。 

在售后服务环节，零部件企业主要针对整车厂的反馈，给予及时解决问题，日常管理采用盯

住产品的一次合格率和 PPM（百万产品不良率）指标的方式提高售后服务质量。 

2020 年汽车行业发展状况详见本报告第四节三（一）行业格局和趋势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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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903,124,191.87 6,023,998,580.95 -18.61 5,693,706,417.48 

营业收入 5,457,019,687.13 5,600,087,503.46 -2.55 6,145,690,796.5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5,271,901,445.41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751,189.01 60,656,931.75 -849.71 80,759,34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10,834.54 11,487,259.15 -32.87 57,664,7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3,221,551.06 420,966,248.38 33.79 355,828,58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151,886.00 641,342,715.76 -47.43 1,725,117,222.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0 0.056   0.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0 0.056   0.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08 15.53   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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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907,725.40 1,472,662,991.52 1,462,103,896.79 1,511,345,07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0,131.14 30,110,529.50 29,041,186.56 -515,163,03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06,802.94 24,541,916.65 26,272,034.17 -39,896,31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20,132.36 109,812,219.41 277,570,926.13 -128,251,3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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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4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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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 266,424,742 20.32   质押 173,600,973 国家 

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8,533,426 218,533,426 16.67 218,533,426 无 0 其他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8,528,706 65,511,468 4.9999   无 0 国家 

钟革 26,224,000 26,224,000 2.00   无 0 未知 

沈阳正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6,224,000 26,224,000 2.00   无 0 未知 

周晓宇 0 15,989,324 1.22   质押 15,989,324 境内自然人 

沈阳新益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2,390,205 15,592,828 1.19   质押 14,074,074 国有法人 

彭璐 0 11,005,610 0.84   无 0 境内自然人 

肖裕福 6,743,286 9,343,286 0.71   无 0 未知 

诸家英 0 8,093,488 0.62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股东为控股股东，第一股东与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2）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周晓宇、彭璐及诸家英为一致

行动人；因其账户组超比例持股未按规定报告披露及在限制转让期内买卖证券的行为，周晓宇

已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收到辽宁证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 2020 年 8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处分。（3）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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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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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金杯 01 145328.SH 2017.1.24 2020.1.23 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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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7 金杯 02 145369.SH 2017.2.25 2020.2.24 0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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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金杯 01 已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完成兑付兑息工作； 

17 金杯 02 已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完成兑付兑息工作。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49.03 亿元，比年初下降 18.61%，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3 亿

元，比年初增长 33.79%。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57 亿元，同比下降 2.55%；其中，零部件内饰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19.16 亿元，同比增长 4.35%；零部件座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8.03 亿元，同比下降 13.60%；

零部件机加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0.98 亿元，同比下降 20.93%；汽车座椅销售 32.18 万台套，同比

下降 8.64%；汽车内饰销售 46.81 万台套，同比增长 14.18%。 

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5 亿元，同比下降 849.71%；基本每股收益-0.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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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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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五.41.(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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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5 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减

少 1 户同时增加 1 户，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