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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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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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铮 因公出差 刘学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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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利润不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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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强生控股 600662 浦东强生、上海强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红威 

电话 021-6135318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920号18楼 

电子信箱 qslhw@625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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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1,879,700.15 6,195,716,704.17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87,390,894.44 3,253,468,405.5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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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97,104.15 103,870,112.87 -8.93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940,967,338.88 1,939,422,637.13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922,488.90 30,000,388.35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997,068.45 28,857,448.94 -2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4 0.92 增加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22 0.0285 1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22 0.0285 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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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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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00 474,043,561 0 无   

黄伟 境内自然人 0.50 5,305,500 0 无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未知 0.49 5,143,300 0 无 

  

张煜 境内自然人 0.44 4,588,887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4 4,587,789 0 无 

  

项英良 境内自然人 0.36 3,766,289 0 无   

许树华 境内自然人 0.28 2,921,9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23 2,373,800 0 无 

  

欧金琴 境内自然人 0.20 2,142,596 0 无   

唐小艳 境内自然人 0.20 2,08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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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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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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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既是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又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更是强生控

股经营形势严峻、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年。报告期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深化改革的

不断推进、各项成本持续上升的多重困难和严峻挑战，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紧紧围绕“四轮

驱动、两翼齐飞”的发展新战略，统筹推进公司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完善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公

司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4096.73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499.9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392.25万元。 

一、交通运营板块 

交通运营板块分为出租汽车业和汽车租赁业，是强生百年品牌的主要支撑，是强生作为国有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担当的集中体现。强生出租面对出租汽车行业驾驶员紧缺日益突出、刚性成本

持续上升、非法营运车辆扰乱市场竞争环境等困难瓶颈，将深化出租改革、擦亮城市名片作为己

任，迎难而上，发挥国有企业排头兵作用。企业品牌形象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在上海出租汽车行

业乘客满意度指数测评中连续七年保持行业第一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上海出租汽车行

业乘客满意度指数第一名，客运市场守法率在骨干企业中位居行业第二，顺利通过了改版后的首

次质量管理体系再认证和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连续第六次进京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强

生出租创新经营模式，实行“轻+重”资产相结合来探索克服困难瓶颈；强生出租与国网和吉利展

开合作，打造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强生出租在确保华交会、工博会、国际汽车展等大型会务和重

要交通保障任务的同时充分发挥营销团队作用，微信公众号推出叫车服务，“强生电子调度员”开

发新的功能，通过微信、淘宝等多种渠道营销，发展特约客户 354 家，“强生电子调度员”、淘宝

网店等业务拓展均实现业务增量。强生出租积极推进与银联、工商银行和 365 平台的合作，提供

方便乘客多种支付方式。强生出租作为沪上出租汽车运营龙头企业，在服务质量和服务层级上不

断提升，把传播公益力量、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使命感。强生出租积极响应浦东陆家嘴管委

会关于新春长假期间交通保障任务的号召，在浦东陆家嘴正大广场设出租车服务站点，为该地区

晚高峰游客提供用车保障服务。强生业调顺利完成第 45 届技能大赛交通保障任务。3 月 15 日，



强生出租郑重向社会推出九项服务承诺，在原来注重文明服务、诚信结算、安全行车基础上，新

增了设备使用、费用支付、驾驶员礼仪、电调预约、误点赔付、投诉答复等九项服务承诺，以提

升乘客出行体验。以服务进博会为契机，推出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满足城市绿色发展需求

的新车型，着力打造出行体验更佳、服务质量更优、运价更为合理的综合服务体系，努力践行上

海服务品牌，打造进博会强生专属车队，全力以赴推进进博会服务保障准备工作。自 1999年推出

“高考热线”以来，强生出租已连续二十年始终如一，默默践行着社会公益，为考生解决出行难

问题，累计至今已为高考学生提供了近 5 万车次的用车服务。出租汽车业运价（巡游车）实行政

府定价，近年来因人工费用、车辆更新、保险支出等原因造成企业刚性成本逐年增加，而受从业

资格、工作强度、非法营运车辆的不正当竞争等影响导致驾驶员紧缺的矛盾未能缓解，从而使得

营运车辆搁车搁单比例上升、运营收入下降、毛利率持续减少，运营企业出现亏损。 

汽车租赁业共有各类租赁用车 5700余辆，目前车辆规模位居本市前列。租赁业务已形成巴士

租赁作为母公司，下辖安诺久通主营小客车、久通商旅主营大客车的经营格局，在经营上做到大

小协调发展，业务有进有出，加快业务质量的升级换代；同时继续加大剩余资产清理步伐，向轻

资产、低成本的效益型经营模式转变。租赁业务大力开拓班车市场、机动业务市场，今年上半年

圆满完成了上海马拉松、F1、电影电视节等业务，新承接了天华建筑设计年会、倍耐力轮胎、2018

年首办的上海马拉松亲子跑等大型会务。上半年，安诺久通的小客车业务由于到期合同续签率的

下降以及新增业务的发展缓慢，故在没有业务净增量且有固定成本开支的情况下，主营获利能力

亟待提升。久通商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业务结构调整还未到位，车辆利用率不高而人员刚性成

本每年政策性上调，燃料成本也受到市场价格影响，各类综合因素造成其仍未能摆脱经营困境。 

二、科技汽服板块 

报告期内，强生汽修在做好出租汽车专业配套保障服务的基础下，围绕公司战略目标，提升

管理理念，加强精细化管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拓展对外修理业务。为了更好地服务营运

一线驾驶员，不断提升内修服务质量，结合第三方满意度测评的结果，新增了三家夜间维修服务

点。对内结合“上海工匠”花茂飞大师工作室，对技术问题定期召开例会进行培训和分析，利用

工作室机制带动强生汽修整体的技术能级。钣喷中心积极与相关业务合作，提高参与市场的竞争

意识，逐步增加钣喷中心的业务量。成立了沪太路外修事业部，有效地整合了场地资源、人力资

源和业务资源。制定了三个品牌(上汽通用别克、上汽通用雪佛莱、上海大众 )销售人员和维修人

员的统一调配方案，对汽车销售价格实施合理的价格政策，积极加强售后业务接待的能力，对市

场开拓活动进行有效方案的研究，逐步规范整个售前售后流程。汽配采购持续放大内部资源的外

溢效应，拓展终端客户渠道。 

报告期内，强生科技继续积极拓展公交应用市场，自主研发第三代公交智能终端以及 NVR 终

端，提升公交原有智能终端设备性能，从而保持产品在公交领域的竞争力。为适应进口博览会专

用新型新能源出租汽车的需求，积极研发新型出租车一体化多功能智能终端，新研发了集智能导

航、音视频监控、安全支付计价器功能一体化智能终端，并运用在荣威新车型上。不断完善网约

车终端的计费精度、稳定性以及高端车辆设备安装安全可靠性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积极拓展外地

应用市场，稳步推进天津市出租汽车计价器及终端设备中标项目，做好对原有产品的应用市场技

术支持工作。  

三、房产综合板块 

在一线核心城市密集出台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强生置

业密切关注市场行情，在掌握房地产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筛选优质客户，缩短购房周期，努力提

高销售质量，为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奠定基础。截止到 2018年 6月末，强生置业下属君强置业开

发的虹桥“君悦湾”项目的销售情况为：高层套房销售率为 98%，别墅区销售率为 78%，高层区地

下车位销售率为 72%。 

报告期内，巴士国旅和强生国旅的经营整合基本完成，业务资源优势有效释放。巴士国旅着



力发展邮轮游、上海本地游、海外精致路线、国内短线游四大产品。强生国旅的注册商标“强生

旅游”自 2015年始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主营上海周边旅游业务。因菲律宾长滩闭岛修整，旅

游公司迅速调整产品路线，定制产品、日韩、国内短线等产品均有温和增长。巴士国旅与上海阿

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上海新高度旅游有限公司，主营“上海一日游”市场，将进一步

丰富公司旅游业务的产品线。 

强生广告以新媒体思路适应发展新常态，不断提高广告发布的科技含量和运用新媒体的能力，

大力拓展设计会务等项目，积极参与公司品牌建设，推出强生公益广告，并在侧窗广告、头枕广

告、会展会务、个性卡制作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四、战略投融板块 

面对目前主营业务出租汽车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新设战略投融板块。报告期内，完成杉德

银卡通第二轮增资评估、协议签订工作；联合久事投资、金浦城发共同设立金浦产业基金；集中

资金优势，积极开展现金管理增值收益业务，在公司定位转型、提升投融资功能上发挥了积极推

动作用。公司 2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已获注册，可择机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发行融资，为公司进一步

拓展了发展资金来源。就企业核心竞争力、发展前景、短板分析、产业链布局等重要问题启动了

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立足新视角、新高度，探索企业深化改革发展的新定位、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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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公司根据转型发展需要及市场供求变化，将纯电动车作为网约出租车的车型备选方案，为了

更准确反映纯电动出租汽车的实际使用状况，公司新增纯电动出租汽车的折旧年限，主要根据车

辆型号和品牌信誉度设定为 3-5年，同种品牌车型确定使用同一种折旧年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 相关规定，本次会

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无需追溯调整。由于目前尚无法估计 2018 年投入的纯电动出租汽车数量，因此无法计算 2018 

年的损益影响金额。 公司在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没有纯电动出租汽车，因此无法运用该会计估

计计算对公司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总额、净资产的影响。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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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