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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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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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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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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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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行 60377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萍 都胜珂 

电话 0519-81282003 0519-81282003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400号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400号 

电子信箱 Eversafe@ibike668.com Eversafe@ibike668.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319,599,557.16 2,514,647,052.74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38,318,687.46 1,641,014,856.40 -0.1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0,054,098.76 136,084,792.57 -33.83 

营业收入 423,341,907.78 474,458,941.79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541,602.26 61,355,072.41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786,157.58 60,916,705.11 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8 10.75 减少6.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6 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 -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64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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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孙继胜 境内自

然人 

34.83 46,811,531 46,811,531 质押 3,978,120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33 11,200,000 11,200,000 无   

福弘（上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 7.23 9,721,600 9,721,600 无   

陶安平 境内自

然人 

5.13 6,894,720 6,894,720 无   

黄得云 境内自

然人 

4.83 6,491,530 6,491,530 无   

索军 境内自

然人 

4.53 6,088,327 6,088,327 质押 564,147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0 3,360,000 3,360,000 无   

苏州冠新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2.50 3,359,999 3,359,999 无   

常州青年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1.15 1,545,597 1,545,597 无   



常州青企联合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5 1,545,597 1,545,597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弘（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常州青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常州青企联合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关联企业，均由福弘九洲（上

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2、除此之外，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主营业务继续

保持快速发展。 

截止到 2018年 6 月 30日公司已成功地在全国约 260 个城市和地区成功开展了公共自行车项

目，累计在全国建设约 40,000个固定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和约 1,160,000套公共自行车系统设备。

累计注册会员 4,250万人。新增了河南郑东新区、江西新干、山东东阿等约 10 个城市和地区，及

19个城市的扩容及续期项目。这些新增项目加之已有的正在执行的业务合同，将会在未来 2-3年

给公司累计带来超 20亿的业务收入，为公司未来业绩提升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永安行已完成传统的公共自行车业务与新一代公共自行车业务、共享助力车业务、

共享汽车业务的技术对接和服务融合，并已在多个城市试点综合布局，通过永安行 APP 平台，实

现对同一用户提供多种共享出行服务。多种共享出行服务间可以实现有效融合、无缝衔接、用户



导流和数据共享，极大方便用户，这种共享出行服务平台业务经过 2018年上半年的试点爬坡，2018

年下半年将进入快速增长，为公司后续业务规模发展和基于数据的增值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特别是新一代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投放运营，区别传统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系统，其融合了

有序停放和租还方便的优点，实现了刷卡、扫码多种用户身份认证方式的统一管理。该产品集多

种物联网通讯技术为一体，依托大数据智能分析和调度，实现中途临时停车、桩位定点还车、满

桩时自动启用备还区等功能，解决了传统公共自行车和无桩共享单车的技术和城市管理的痛点，

是解决未来城市自行车交通的有效途径。目前已在常州、溧阳、焦作、唐山古冶等城市推广，预

计到 2018年底新一代公共自行车业务将新增 20个左右城市。 

另一方面共享助力自行车经过吉安、玉溪的试点，在整车重量、低速安全、骑行舒适性等技

术和性能方面进一步提升，轻便快捷，是城市市民出行的首选工具。预计到 2018 年底共享助力自

行车将会在大约 12个城市推广运营。 

截至到本报告发布前，负责永安行共享汽车出行业务的江苏小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3 个

月的试点运营，首批在常州运营的 300 辆共享汽车预计在 2018 年 8 月份将实现盈利。同时 2018

年 8 月初，永安行的第二个共享汽车城市泰州市也开始投入试运行。随着永安行共享汽车的技术

及管理日趋成熟，预计到 2018年年底永安行共享汽车将在苏州、扬州、镇江、徐州、淮安、盐城、

潍坊、常熟、昆山、南京等 10余个城市进行推广运营，目标累计投放的共享汽车将超 2,000辆。

永安行的 APP平台会员体系和线下运营体系将有力促进永安行共享汽车的快速发展。 

随着新一代公共自行车、共享助力自行车、共享汽车的技术融合，永安行的共享出行平台业

务收入将会呈现前慢后快的增长特点，虽然 2018 年 1-6 月平台累计实现收入共计 102 万元，但

2018年 7月当月的收入就达到 100万元，下半年开始永安行共享出行服务平台的收入进入快速增

长，预计共享出行服务平台业务收入全年可达 2,000 万元。尽管该业务收入占比较小，但这为实

现 2019年永安行共享出行服务平台业务占到永安行总业务收入 30%以上的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发

展基础。 

在产业生态链布局方面，公司管理团队始终以共享出行为业务核心，深化永安行稳健的共享

出行的技术及管理。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积极布局国际市场。同时公司也在物联网、人

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方面进行战略性布局，为公司未来的共享出行提供基础保障，预计

2018年完成 2-3个项目的战略投资。 

在财务管理方面，防范经营性资金风险是公司经营的一项基本理念。公司管理团队正在加大

应收款的回款力度，增加公司的现金流，降低应付款。另一方面，适度提高资产负债率，扩大投



资。在充分保证公司经营流动性资金充足的情况下，灵活将少量剩余资金进行高安全理财管理，

提高资本的收益率，全方位地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