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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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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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厉明 因其他公务安排 张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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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报告

期末总股本 13,334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9 元人民币（含税），预计分配利润

3,866.86万元。以上股利分配方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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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上海 60515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晓东 李加宝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安亭镇墨玉南路1018号 上海市安亭镇墨玉南路1018号 

电话 021-62953972 021-62953972 

电子信箱 luxd@wsasc.com.cn lijiabao@wsas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是为汽车行业提供综合物流服务，以及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的汽车物流业务主要包括整车仓储及运营服务、汽车零部件仓储及运营服务、零部件运

输服务和整车运输服务。公司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包覆件和涂装件。 



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主要直接或间接覆盖的汽车品牌有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乘用

车、上汽通用五菱、广汽本田、广汽菲克、广汽三菱、东风日产、东风汽车、一汽大众、吉利汽

车、奇瑞汽车、江淮汽车、长安汽车等。 

本公司是安吉物流、上汽通用、广汽本田、风神物流等国内各大知名汽车主机厂及其旗下汽

车物流企业在国内较大的汽车物流合作伙伴之一，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汽车物流业务。 

公司在上海、广州、西安、合肥、长沙、烟台、武汉等地设有零部件生产工厂，在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烟台、宁波、芜湖、武汉、重庆等地设有汽车整车、零部件仓储及运营基地。   

公司是上海市著名品牌、国家 AAAA 级物流企业。公司下属企业连续多年被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授予“汽车零部件入厂物流 KPI 标杆企业”、“汽车备件物流 KPI 标杆企业”、“上海市高新技

术企业”等荣誉称号，荣获美国通用 GMS 体系考核全球最高分。 

2、经营模式： 

（1）汽车零部件制造：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部分内外饰件系统和车身配件的汽车零部件，按照生产工艺分为包覆件和

涂装件，均是对汽车零部件的外观进行加工。公司包覆件主要对中控台、仪表盘、门扶手、座椅

等零部件的外部进行面料包覆，涂装件主要针对格栅、车门饰条、仪表盘等的外部进行喷涂。 

公司零部件制造经营模式主要包括：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 

①研发环节 

公司研发模式主要以同步开发为主。客户为了适应需求变化的节奏，开始将内饰系统的部分

开发任务转移给汽车内饰件供应商。同步开发模式在国际上已成为汽车内饰行业的主流研发模式，

但由于同步研发对企业的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在内外饰件领域，能做到与中高端整

车厂商进行同步开发的核心零部件企业并不多。 

公司具有 2D 和 3D 的产品分析设计研发能力，运用自主开发项目管理软件 PSI 系统，对客户

要求进行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编制工艺过程流程图、PFMEA（过程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 、

控制计划、作业指导书等技术文件，确定对应产品的供应商。按计划对研发进行推进和控制，满

足客户对产品性能以及制造工艺的要求。 

在同步开发模式下，公司充分理解客户产品的需求并严格根据客户的时间计划节点配合开发

进度，在第一时间同步推出相应设计和产品，并通过试验对产品进行修改、完善。针对客户进一

步的配套设计要求，公司在同步开发阶段可根据车型的市场定位及成本控制要求，为客户设计基

于不同材质优化组合的内饰件以及配套的高效、经济的生产工艺流程，实现最优的性价比，为客

户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②采购环节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配件采购由采购部统一进行管理。目前，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原

辅材料采购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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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纳入供应商

体系的客户，各公司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的月度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予以具体实施。 

公司零部件产品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面料、注塑件、塑料粒子、胶水和油漆等，其中

面料原料主要为牛皮、人造皮革和织物。公司的采购模式可分为指定采购和自行采购，为了保证

车型内饰风格统一和产品质量，面料类原材料一般都由整车厂商指定。自行采购模式下，采购部

根据客户需求、产品规划、技术标准等目标寻找潜在供应商，由采购部、质保部、产品工程部联

合对潜在供应商进行评估，综合考察其研发设计能力、产品质量、性价比等，评估通过后该供应

商进入公司的合格供应商名单。 

③生产环节 

基于控制经营风险和提升资产运作效率等因素的考虑，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

营理念，根据与客户签订的框架性销售协议安排新产品开发和批量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根据客户

提供的订单等生产信息、结合库存情况和车间生产能力，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表并发放至相关部



门和人员作为采购、生产准备的依据，生产计划表作为滚动计划，可随供应、生产、销售等情况

的变化而进行修改。车间根据生产计划表安排生产，并按照公司资源计划系统的操作流程向仓库

领取物料。 

④销售环节 

公司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产品主要面向整车配套市场，并与整车厂商及其零部件总成（或一级）

供应商形成直接的配套供应关系，产品销售采用直销模式。 

公司获得相关车型的配套项目后，与客户建立起该车型配套的长期合作关系。公司客户部负

责市场开发工作，主要完成新项目的报价及获取、新市场开发、内外的项目协调、与客户进行商

务事宜的沟通与确认等工作。客户部及时响应客户的各项需求、解决出现的产品售后问题。为缩

短产品交付周期、加快客户响应速度、降低物流成本，公司实施贴近化服务，在主要客户的生产

区域完成了布局规划。 

公司根据客户制订的年度、月度、周采购计划进行产品生产，在收到客户的发货指令后，通

过送货上门或客户自行提货的方式将货物交付给客户。客户收到货物后，对货物进行验收。 

（2）汽车综合物流： 

汽车物流在汽车产业链中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按服务对象可划分为整车物流和零部件物

流。 

①整车物流服务 

整车物流服务包括整车仓储及运营服务和整车运输服务。公司作为第三方汽车物流服务供应

商，向客户供应高契合度定制整车仓储及运营服务，主要包括整车的入库服务、存放服务以及出

库维护服务，并通过 WMS 对车辆的物流信息进行管理。公司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少量整车

运输服务。 

公司整车物流服务主要采购内容为仓储场地租金、汽车短驳耗油、短驳外包费用、少量临时

库外包费用以及部分整车运输外包费用。公司通过招标方式获取业务订单，获取订单后与客户签

订整车仓储及运营服务合同，向客户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 

由于整车物流服务涉及的商品车价值高，公司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以及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高契

合度的定制仓储运营服务，因此公司与客户开展合作后，在业务供应过程中不断的磨合形成较为

稳固的合作关系。 

②零部件物流服务 

零部件物流服务包括零部件仓储及运营服务、零部件运输服务，是本公司汽车物流业务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作为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公司向客户提供专属的零部件仓储和运输服务，为客户

提供从生产至售后的汽车零部件供应链全覆盖的物流保障。 

公司的零部件仓储及运营服务可分为售后备件和产前零部件的仓储及运营，划分为入库服务、

库存控制服务和出库服务三大环节。公司根据客户的委托，向客户提供零部件的收货、搬运、储

存、保管、包装、发货等服务。由于汽车的生产、销售对物流体系的高要求，上述两类仓库均需

达到场地标准化、精确节拍管理和高标准化操作，通过仓储系统、物流信息系统及配套的运输系

统，使整车厂实现产前零部件的“零库存”，以及售后备件的快速响应和区域全覆盖。 

公司通过竞标的方式取得零部件仓储项目后，结合客户需求向客户提供高契合度的零部件仓

储及运营服务。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得到客户的认可，并长期与客户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的零部件运输服务指公司接受客户委托后，负责零部件运输的实施与运作，可分为产前

零部件运输和售后零部件运输。公司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性能良好、适合零部件运输的运输工具，

安全、准时地完成货物运输，并负责适当调度车辆以保证运输计划有效地运行。 

汽车生产所需零部件种类繁多，通常情况下众多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围绕汽车生产厂商布局，

为汽车生产厂商提供不同种类汽车零部件，相应形成产前零部件物流的需求。在汽车售后服务环

节中，若汽车出现损坏或老化，则需维修更换零部件，相应形成售后备件物流的需求。随着我国



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汽车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对维修和保养的需求不断增长，汽车售后服务

市场中汽车备件的需求量空间巨大。 

公司可为汽车生产厂商提供全方位的售后及产前零部件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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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674,922,299.22 1,115,267,450.12 50.18 1,098,697,080.93 

营业收入 1,169,797,816.25 1,222,534,369.33 -4.31 1,279,732,655.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7,465,238.08 95,469,590.41 12.56 92,446,761.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2,169,945.16 93,561,098.50 9.20 90,518,861.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38,575,801.60 551,465,124.84 106.46 454,168,440.4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9,631,384.71 128,090,231.53 55.85 162,056,308.9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6 0.95 11.58 0.9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6 0.95 11.58 0.9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7.71 18.95 减少1.24个百分

点 

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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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38,177.70 306,251,745.52 322,759,662.03 366,948,23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940,964.76 33,600,079.39 37,241,926.91 21,682,26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678,207.98 32,807,221.47 36,329,515.08 18,355,00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307,861.83 31,363,435.79 51,034,432.90 97,925,6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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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7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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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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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抗美 0 25,142,590 18.86 25,142,59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汇嘉创投 0 16,682,960 12.51 16,682,96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安亭实业 0 11,306,610 8.48 11,306,61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吴建良 0 9,777,650 7.33 9,777,65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朱燕阳 0 7,602,910 5.70 7,602,91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江华 0 5,587,280 4.19 5,587,28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戴华淼 0 5,587,280 4.19 5,587,28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陈德兴 0 5,587,280 4.19 5,587,28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卜晓明 0 5,587,280 4.19 5,587,28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宋建明 0 2,793,640 2.10 2,793,64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曹抗美、吴建良、江华、戴华淼、陈德兴、

卜晓明、宋建明共 7名自然人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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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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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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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6,979.7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5,273.66 万元，同比

下降 4.3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46.5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199.56万元

同比增长12.5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13,857.58万元，与上年期末相比增加58,711.07

万元，增长 1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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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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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北京广安 

上海延鑫汽配 

芜湖西上海 

烟台通鑫 

上海善友 

西上海墨宝 

广州广安 

天津通安 

重庆泽诺 

武汉世纪圣达 

上海安澄 

上海蕴尚 

宁波申众 

上海安磊 

广州延鑫科技 

广州鑫禾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