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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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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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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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的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7,868.66 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 27,161,536.69，
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716,153.67 元，加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148,472,848.08 元，2018
年末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72,918,231.10 元。按照《公司章程》的现金分红有关条
款的规定，公司按照惯例每三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且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提议以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21,447,910 股为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进行分配，共分配
利润 16,072,395.50 元(含税)，结余未分配利润 156,845,835.60 元转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B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2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中路股份
中路B股

股票代码
600818
900915

变更前股票简称
永久股份
永久B股

董事会秘书
袁志坚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22楼
021-52860258
600818@zhonglu.com.cn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主要业务：生产销售自行车及零部件、助力车等各类特种车辆和与自行车相关的其他配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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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路实业生产销售保龄球设备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保龄球场馆的
建设与经营；保龄球、保龄瓶、保龄球鞋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
辅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本企业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
业务。从事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等进行参股投资。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自行车和助力车，用于代步及锻炼身体；保龄球运动等相关设备，用于
娱乐和锻炼身体。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制造销售或代理销售；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为政府购买运营设备系统或
政府购买服务；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投资方面主要通过协议出让及参股企业挂牌上市等方式
退出投资。
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对拟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并推动上市，综合考虑参股投资企业的运
营状况，通过协议转让、上市、股权回购等方式退出投资。
（二）行业情况：
发展阶段：2017 年 8 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 10 部门
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共享单车企业管理责任，
促进了行业规范发展。随着共享单车行业由规模化增长转入精细化运营阶段，虽然 2018 年中国共
享单车行业面临了艰难的转型期，融资门槛越来越高，小公司发展更为艰难，但共享单车行业仍
存在一定发展前景。共享单车在人们出行、旅游等方面有很大的便捷性，同时作为城市交通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环保、方便、高效、经济、环保的特点。
不仅如此，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生产、消费和出口国家，在国际自行车市场上的地
位不断提高。自行车制造行业通过近几年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装备，在生产技术、
工艺、产品质量及自动化生产程度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根据第三方机构中投顾问发布的
《2019-2023 年中国自行车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中的推算，
“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
化率，特别是中西部城市化率将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将进一步增加。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仍有
较大的市场需求。随着全社会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生态保护；积极倡导
低碳经济、绿色出行，许多交通发达国家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纷纷兴建自行车专用车道，
营造低碳生活方式；康体健身的需要也促使了高端自行车的开发，对自行车行业的复兴产生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自行车以其低成本的交通方式、绿色健康的发展潮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有着巨
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根据中国轻工业网发布的信息显示，2018 年 1-12 月，中国自行车、助动车及非公路休闲车
制造业汇总企业单位数 1069 个，亏损企业数 194 个，利润总额 59.03 亿元，同比增加 3.58%，其
中：自行车制造业利润总额 13.63 亿元，同比下降 9.46%；助动车制造业利润总额 33.72 亿元，同
比增加 5.68%，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业利润总额 8.9 亿元，同比增加 25.79%。
周期性特点：自行车行业竞争激烈。受规模和品牌知名度的影响，自行车企业间的利润率水
平也有差异。对于生产规模较小、自主创新能力低的自行车生产企业，其产品类型主要以低档次、
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产品同质化严重，销售毛利率水平偏低。规模化生产、品牌认知度高、拥有
自主研发能力的自行车生产企业，则能够保持较高且稳定的毛利率水平。随着市场进一步集中，
具有品牌号召力、渠道优势突出，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行业利润将逐
渐向这些优势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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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行业无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自行车的消费需求与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生活和收入水
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密不可分，因此，自行车行业的周期性特征与经济总体的周期性
基本一致，在长时期内会持续维持较高的景气度。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拥有的“永久”自行车商标曾获首届“中国驰名商标”等多项荣
誉，是中国自行车制造业民族品牌的象征；“中路”保龄设备则代表我国康体产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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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8年

2017年

1,031,784,519.97
528,797,169.52
5,067,868.66

1,054,398,619.49
604,442,010.06
31,274,849.07

-34,677,041.25

-35,580,312.72

634,932,045.72
9,963,475.82
0.02
0.02
0.75

671,606,768.15
-45,510,656.76
0.10
0.10
4.96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14
-12.51
-83.80

2016年
1,009,897,791.81
681,114,358.07
90,364,979.61
-22,451,685.79

-5.46
-80
-80
减少4.21个百分点

589,897,808.54
159,736,541.45
0.28
0.28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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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9,526,015.74

132,640,392.10

162,480,895.13

124,149,86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7,631.14

8,919,399.06

2,611,346.19

-8,830,507.73

-3,972,020.55

-18,367,555.19

827,513.35

-13,164,978.86

-18,162,951.63

-92,206,952.56

-15,605,519.86

135,938,89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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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48（B 股：12,6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508（B 股：12,4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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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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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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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股份

件的股份数量

数量

状态

性质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0

131,530,734

40.92

0

质押

83,110,734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0

131,530,734

40.92

0

冻结

7.6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杰

2,564,100

5,794,100

1.8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源

82,700

4,772,611

1.4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晓明

3,700,100

3,700,100

1.1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蓓文

2,848,000

2,848,000

0.89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燕

2,680,100

2,680,100

0.83

0

无

境内自然人

-422,033

2,509,450

0.78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475

1,432,598

0.45

0

无

境外法人

曹明

0

1,289,800

0.4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文君

0

1,135,100

0.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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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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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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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79 万元，同比减少 12.51%；营业利润为 648 万元，去年

同期为 2,79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 万元，同比减少 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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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
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具体
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
他应收款”列示；
“应付利息”和“应
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
“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
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
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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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 账 款 ”， 本 期 金 额 34,749,692.14 元 ， 上 期 金 额
51,585,345.63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 账 款 ”， 本 期 金 额 24,035,241.66 元 ， 上 期 金 额
29,416,221.08 元；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0.00 元，
上期金额 0.00 元；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313,666.33
元，上期金额 274,947.41 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30,416,736.61 元，上期金额
26,380,194.81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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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路保龄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申丽永久自行车有限公司（注）
上海永久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永久自行车经销有限公司（注）
上海莱迪科斯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永久自行车有限公司
上海顶势投资有限公司（注）
上海中路永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路优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自行车厂
永久公共自行车智能系统南通有限公司
上海指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路全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指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
广东高空风能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高空风能技术有限公司
芜湖天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中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杉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路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注：2018 年度内已注销。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公司名称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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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