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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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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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局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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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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通速递 600233 大杨创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锐 张龙武 

电话 021-69213602 021-69213602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

弄18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

弄18号 

电子信箱 ir@yto.net.cn ir@yt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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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6,616,900.50 14,143,164,000.66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10,541,274.00 9,219,163,818.42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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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678,236.34 307,521,653.37 102.81 

营业收入 12,066,287,438.76 8,211,093,407.84 4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506,357.57 692,775,916.15 1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9,463,985.56 639,820,855.21 2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3 8.10 
增加0.23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37 0.2456 15.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37 0.2456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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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1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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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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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01 1,443,961,053 1,443,961,053 

质

押 
124,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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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06 312,996,335 40,975,610 无 0 

上海云锋新创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6.41 181,347,150 0 
质

押 
74,000,000 

喻会蛟 
境内自然

人 
4.71 133,450,083 133,450,083 无 0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8 132,500,000 0 

质

押 
22,000,000 

张小娟 
境内自然

人 
3.47 98,127,852 98,127,852 

质

押 
98,000,000 

平潭沣恒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07 58,536,585 58,536,585 
质

押 
30,073,869 

上海圆翔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60 45,336,787 45,336,787 无 0 

上海圆欣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60 45,336,787 45,336,787 无 0 

上海圆科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60 45,336,787 45,336,787 无 0 

上海圆越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60 45,336,787 45,336,787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第一大股东蛟龙

集团属于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该关联法人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中的喻会蛟、张小娟、

圆翔投资、圆欣投资、圆科投资、圆越投资之间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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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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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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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 经营情况持续向好，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不断夯实网络服务及管理能力，通过持续投入核心资源、加强成本管控、

提升网点运营能力等一系列举措实现降本增效，进一步提升快递主业综合竞争力，经营情况持续

向好。2018年上半年公司业务完成量为 28.14亿件，占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12.74%，较 2017

年度提升 0.1 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小幅提升；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6,628.74

万元，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46.95%；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80,150.64

万元，较 2017年同期增长 15.69%。2018年上半年，公司子公司圆通国际实现业务收入 194,845.40

万港元，同比增长 24.8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802.40万港元，同比增长 93.91%。 

2018年上半年，公司采取多种措施重点保障快件时效和提升服务质量，客户投诉逐步下降，

2018年 1-6月公司平均有效申诉率为百万分之 4.94，较 2017年同期降低百万分之 1.73，降幅为

25.94%，公司服务质量显著改善。 

2) 支持和服务加盟商，提升快递服务网络综合竞争力 

2018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强化与加盟商的和谐共生，采取一系列举措提升加盟商综合实力，深

化网络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公司秉持“服务好加盟商就是服务好客户” 的理念，深化对加盟商

的支持与服务，片区管理制度和巡视制度逐步推进，实现了对加盟商的常态化巡视和重点巡视与

监控，并建立健全了各省管理区应急处置机制。公司综合自身及快递服务网络内的优秀管理经验

等，通过现场、视频、电话会议等方式为加盟商提供业务、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培训与

服务，为加盟商提供全面的数据系统、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等有效支持，助

力加盟商不断凝聚优秀人才、增强管理能力、提升业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加盟商综合实力显

著提升。 

同时，公司加大对加盟商信息系统的投入与支持，加盟商信息系统使用率、普及率逐步提升，

实现了对加盟商路由规划、业务运营、服务质量的全方位可视与管控，有助于全网运营效率与服

务质量的全面提升；针对加盟商扩大经营规模或场地设备投入的需要，公司提供了管理、系统、

金融、业务及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支持。 

加盟网络优化方面，公司持续根据各地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对于加盟商结构、规模、数量

等进行科学地调整、优化和精细化的管理，加盟商分布与结构不断优化。核心城市网格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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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科学分析核心城市交通及市场结构，结合市内加盟网络路由规划分析，合理规划加盟商业务

布局。同时新增建设二级转运仓并加大对枢纽转运中心的升级改造，进一步优化或简化中转快件

流程，采取增加分拣隔口、集中建包、操作前置等举措帮助加盟商优化分拣派送模式、降低人工

及租赁成本，从而保障快件的时效水平，提高公司整体服务质量，实现了加盟商与公司的共同发

展，公司快递服务网络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深耕快递主业，提质增效优质发展 

（1）核心资源持续投入，完善公司网络服务能力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对转运中心、自动化设备以及运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网络核

心资产掌控力逐步增强，网络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公司根据路由优化和业务量增长的需要，以改

扩建后的转运中心满足未来业务增长和丰富产品体系需求为宗旨，持续对部分枢纽转运中心实施

升级、扩建、搬迁等计划，报告期内，公司共对济南、烟台、海口、郑州等枢纽转运中心完成改

造、扩建。公司积极推动新建转运中心以及原有转运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的改造与布局，以提升

分拣操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布局完成自动化分拣设备 15套，且多个转

运中心的自动化设备改造升级亦正在稳步推进。同时，公司根据运能体系建设目标，继续购置干

线车辆、实施机队升级，完善公司运能体系能力建设，2018年上半年，公司自有运输车辆达 1,244

辆，自有运输车辆占比快速提升；公司自有机队数量已达 12架，其中，波音 757-200共 5架，波

音 737-300共 7架，已实际投入运营的飞机 9 架，并开拓了香港等国际航线，海外服务网络及航

空运能建设进一步完善。通过该等核心资产的持续投入，公司网络服务能力、运营周转效率以及

议价能力大大增强，网络稳定性持续提升，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公司全面深入推进全员绩效管理，引进管理培训生等优质人力资源，加大内部人才团

队培育与资源投入，实现团队执行力与效益的提升；以客户体验为导向，通过精准市场预测与创

新营销策划，实现市场营销能力的提升；通过提升运营流程中的自动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提升

公司网络整体自动化、信息化运用与管理能力；健全财务系统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实现财务内控

能力的提升；强化发展规划引领作用，实现国际国内业务协同发展能力提升；围绕公司快递服务

网络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实现公司的发展与合作伙伴、员工、加盟商、供应商共享共赢出发，

提升公司平台资源的链接与整合能力。 

（2）多渠道加强成本管控，增强盈利能力 

提质增效作为公司 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主线，贯彻于公司日常运营之中。公司在持续加大核

心资源投入的同时，亦不断挖掘成本潜力，通过降低运能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加盟商成本等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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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降低全网运营成本，提升网络综合竞争力。 

公司根据路由规划、业务量及其增长等综合因素，采取多种措施不断优化现有承运商体系、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确保承运商服务质量及成本最优，改善承运商结算模式、降低空返成本及管

理运营成本；同时，公司持续提升自有车辆投入，加大大方车、甩挂使用率，实现运力统筹、提

升车辆运营效率、提高议价能力。公司多种举措并举，单票运输成本逐步降低，2018年上半年，

公司单票运输成本 0.84元，较去年同期降低 9.32%。 

公司主要通过转运中心设备的升级改造以及工序排班的优化降低人工操作成本。2018年上半

年，公司除已升级改造完毕的 15套自动化分拣设备外，多个转运中心亦持续进行改扩建、推广自

动化分拣设备、地磅、伸缩机等设备的运用，从而提升人均效能。同时公司亦与相关专业合作伙

伴进行深度合作，借鉴行业先进经验，结合公司工艺工序，优化中心人员需求和排班及考核机制，

提升人均效能，降低人工成本。 

2018年上半年，公司亦采取一系列举措助力加盟商降低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公司深入推广各

项先进业务信息系统的使用、优化全链路运营流程。同时，大力推广加盟商加大自动化分拣设备、

伸缩机等先进设备的运用，帮扶加盟商实现转运中心工艺升级。公司不断改善加盟商至枢纽转运

中心之间的运力统筹，大大降低加盟商的人工成本，并实现、推广燃油集中采购模式。报告期内，

加盟商采购、运输、营运成本显著降低，全网运输成本明显改善，快递服务网络全面、优质、集

约、健康发展。 

4) 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客户粘性 

2018年上半年，公司着重提升时效水平，提高服务质量。首先，公司对快件全链路时效进行

优化，通过优化网络布局、加强转运中心建设、优化干线运输体系及运营节点和流程、采取信息

化工具实现路由精细管理等方式，提升整体时效水平及稳定性；并在日常运营过程中，通过统一

客服热线、行者 APP、圆通速递 APP、微信公众号等电子便捷化方式，方便客户下单寄件，业务员

及时上门取件等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加盟商与业务员进一步注重快件派送服

务体验，实现对快件时效和服务质量的双重保障。 

此外，公司将快件时效与服务质量纳入考核范围并予以贯彻落实，携手菜鸟持续推进快递员

“星计划”，并持续推广终端业务员管控终端，修订、优化公司仲裁制度，确保仲裁制度的有效、

合理运转，综合提升公司产品与服务质量，客户投诉率逐步下降。2018年 1-6 月，公司平均有效

申诉率为百万分之 4.94，较 2017年同期降低百万分之 1.73，降幅为 25.94%，公司服务质量明显

改善。 



                                                             2018年半年度报告 

5) 深入布局全球，国际国内融合发展 

公司坚持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指引，积极深入布局全球快递服务网络，拓展国际市场。 

2018年 6月，公司与菜鸟沈阳控股有限公司、顺汇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在香港成立联合体并成

功中标香港国际机场高端物流中心发展项目，以期在香港国际机场内南货运管理区内的过路湾区

域建设、运营高端现代物流中心。此举进一步深化了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夯实了香港作为公司

国际业务总部及枢纽。公司将依托香港机场国际航运枢纽地位，加快推动跨境物流业务的发展，

并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快递物流服务网络。 

2018年上半年，圆通国际凭借着其丰富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管理运营经验、外部强劲的

市场需求等，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经营业绩大幅增加并持续向好。2018年上半年，圆通国际

实现业务收入 194,845.40万港元，同比增长 24.8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802.40万

港元，同比增长 93.91%。公司持续加快与圆通国际优异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互补与协同，

在保持货代业务优势的同时，结合公司覆盖全球的快递服务网络，融合圆通航空、中欧班列等优

势运能资源，增强公司关键资源掌控力、议价能力，全力打造极具性价比的跨境物流全链路产品

与服务，全面拓展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2018年上半年，公司已在德国、俄罗斯、美国、澳

大利亚、印尼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拓展全链路产品及服务，综合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同时，

公司进一步加强 GPA（全球包裹联盟）中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各家快递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搭建成熟国际网络，布设全球站点，获取干线航线资源，组建人才团队，实现国际国内融合共生、

持续健康发展。 

6) 创新运营模式完善多层次产品体系 

公司积极拓展多元化战略布局，坚持创新运营模式完善多层次产品体系，打造公司多元化的

产品与服务。2018年上半年，公司以领先的服务理念及信息系统为依托，深耕快递服务主业，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产品与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客户粘性和忠诚度；同时，

公司坚持不断创新，根据客户需求、市场发展及行业动态，运用全新运营模式不断扩展服务范围，

优化产品结构。公司积极进行能力建设，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差异化、高品质的快

件寄递服务，满足客户及消费者对安全、时效的进一步要求。2018年上半年，公司在全面完善经

济型快递产品与服务的同时，积极筹备、拓展高附加值快件产品与服务，公司综合服务能力进一

步增强。 

此外，公司仍将通过自营、合作、参股、收购等多种方式积极拓展重货快运产品与城市即送

服务，打造电商大件、零担、整车产品与城市配送服务，全方位满足客户及消费者的不同快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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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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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