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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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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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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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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年4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334万股，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2.90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866.86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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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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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59573630 021-59573630 

电子信箱 servicesh@wsasc.com.cn servicesh@wsas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年，对中国汽车市场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据中汽协统计，2021年，中国汽车产销量

分别为 2,608.2 万辆和 2,62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和 3.8%，结束了自 2018 年以来连续 3



年的下降趋势，产销总量连续 13年稳居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最大亮点，全年销售 352.1

万辆，同比增长接近 160%，连续 7年位居全球第一，市场占有率已提升至 13.4%，进一步说明了

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由政策驱动进入了市场拉动的发展新阶段。中汽协预测，2022年汽车市场将

继续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全年产销表现好于 2021年，汽车总销量预计将达到 2,750万辆，

同比增长 5%左右，其中，乘用车为 2,300万辆，同比增长 7%；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突破 500万辆，

同比增长 42%，市场占有率有望超过 18%。 

 

平稳运行、产销双增的汽车市场，给包括汽车零部件制造和物流服务在内的产业链参与者带

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据公安部统计，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95亿辆，截至 2021年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784 万辆。持续增长的保有量，进一步扩大了汽车后市场的容量，提升

了对汽车零部件和物流服务的需求。 

与此同时，2021 年，中国汽车市场以及产业链的参与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传播

反复、多点散发，汽车芯片供应短缺以及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等，影响了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

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让本已竞争激烈的市场内卷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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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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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蔚来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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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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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将内饰系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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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长期与客户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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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936,780,146.80 1,674,922,299.22 15.63 1,115,267,450.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04,167,170.46 1,138,575,801.60 5.76 551,465,124.84 

营业收入 1,070,388,787.43 1,169,797,816.25 -8.50 1,222,534,369.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836,130.70 107,465,238.08 -4.31 95,469,590.4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5,432,760.32 102,169,945.16 -16.38 93,561,098.5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3,098,781.42 199,631,384.71 -33.33 128,090,231.5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63 17.71 

减少9.08个百分

点 
18.9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7 1.06 -27.36 0.9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7 1.06 -27.36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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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69,931.30 251,254,515.89 242,163,893.35 300,700,44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493,601.77 30,764,236.47 25,102,579.58 22,475,7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0,637,967.77 27,542,407.61 23,313,182.04 13,939,20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128,549.25 8,779,778.17 31,283,827.71 54,906,626.2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6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300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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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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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汇嘉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16,682,960 12.51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安亭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0 11,306,610 8.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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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038.8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9,940.90 万元，同比下降

8.5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283.6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462.91万元，同比

下降 4.3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0,416.72 万元，与上年期末相比增加 6,559.14 万

元，增长 5.7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