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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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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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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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另，根据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实施股份回购金额

59,536,268.91 元（不含交易费用等）视同现金分红，纳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本报

告期不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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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尚 6033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艳洁 赵君瑶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19号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19号 

电话 010-53223377 010-53223377 

电子信箱 dfss@dfss.com.cn dfss@dfs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属于汽车消费综合服务商。公司提供驾培服务、陪练服务、

汽车维修、汽车保险代理等汽车消费相关服务和产品。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1）招生模式 

公司设立了招生分部、签约客户服务中心、代办招生机构、网络招生四种招生渠道以方便学

员报名。招生分部、签约客户服务中心和网络招生为直销模式，代办招生机构为代销模式。多样

化的招生渠道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学员的报名需要，另一方面这些渠道是公司的招生基层

单位，分布广泛，对东方时尚的品牌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招生分部是公司以直营方式在各主要区域开设的招生点，方便该区域学员就近报名，目前公

司在北京设立的招生分部共计 24 家（不含总部报名中心）。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家庄东方时

尚开设了 15家招生分部（不含报名中心），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开设了 15家招生分部（不

含报名中心），公司控股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开设了 2家招生分部。 

公司设立的签约客户服务中心，主要为人员较多的大机构客户进行定向宣传、定向招生，并

根据其需求制定相应的服务方案。目前，公司签约客户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于一些集团公司、高等

院校的报名学员。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已在北京设立 29 家签约客户服务中心，石家庄

东方时尚设立了 58 家签约客户服务中心，云南东方时尚设立了 12 家签约客户服务中心，荆州东

方时尚设立了 1家签约客户服务中心。 

代办招生机构是公司针对招生分部覆盖不到的区域建立的代理招生点，这是公司招生渠道的

有益补充，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已经在北京设立 22 家代办招生机构，石家庄东方时尚

设立了 9家代办招生机构，云南东方时尚设立了 33 家代办招生机构，荆州东方时尚设立了 14家

代办招生机构。 

网络招生是公司为方便学员报名，通过公司官方网站、手机 APP、电商平台，方便学员可以

使用互联网报名学车，使得公司招生渠道得到有效延伸。 

（2）口碑式营销 

东方时尚的“口碑式营销”是以学员的满意度为基础，通过学员亲身感受后进行口口相传，

起到了良好的传播和宣传效应，这是公司极为重要和具有特色的一种招生方法。公司自成立以来

坚持口碑式营销模式，始终坚持把向社会输送合格的驾驶人员作为己任，把学员是否满意作为工

作的标准。公司摒弃了传统的师徒观念，代之以全新的朋友式教学关系，并全面树立为学员服务

的经营理念，通过完善自身软硬件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客户体验，凭借服务质量在学

员群体中形成的良好口碑，为公司实施口碑式营销积累深厚基础。根据公司招生办统计数据，2018

年北京地区通过“口碑式营销”报名学员占学员报名总数的 42.98%，较 2017年全年增长 12.35%。 

（3）服务模式 



公司以创新服务理念为基础，以学员需求为导向，在树立良好服务理念的同时，打造园区式

集成一体化的全流程服务体系，从而为学员创造良好的客户体验。报名阶段，公司设有签约客服

中心、招生分部、代办招生机构、网络招生四种招生渠道，最大化为学员报名提供方便；培训阶

段，公司拥有完善的网络预约系统，保证学员训练课时，同时配之以合理的班车接送服务，方便

学员往来公司与居住地；考试阶段，东方时尚考试场是北京市车管所设定的 27 处考场之一，东方

时尚各地校区均有车管所设定的考场，学员可直接在东方时尚进行考试。 

（二）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发展情况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18年底，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3.27亿辆，其中汽车 2.4亿辆，小型载

客汽车达 2.01 亿辆，首次突破 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 4 亿人，达 4.0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

人 3.69 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 90.28%。随着人们出行需求的不断增长，掌握驾驶技术已成为人

们社会生活中的必备基本技能，人们对学习机动车驾驶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完成人数持续增长。据统计，2017年我国（不含北京）共完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2,706.7万

人次，同比增加 0.7%，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培训合格的达 2,241.7万人

次，合格率为 82.8%。2017年，我国共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 17,804户，同比增加 1,292户，

增幅为 7.8%。 

2、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2018年度，公司通过不断提升服务品质、调整教学计划及广泛的市场宣传，在北京地区进一

步提高了市场占有率。据北京市交管局公布的驾校培训质量数据显示，公司在北京地区教学质量

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随着全国布局的顺利开展，公司子公司的各项经营指标稳中有升。其中，石家庄公司通过总

结经验，优化工作细节，提升服务质量，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均有所提高；云南公司通过品牌建设，

不断提升知名度、教学服务水平、管理水平以及学员满意度，各科目考试合格率居昆明市前列；

荆州东方时尚通过“完善体系、规范管理、重设机构、建章立制”，在荆州地区的市场地位显著

提升。 

一所规范的、现代化的驾驶学校是每个城市必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对于改善交通环境、缓解

交通拥堵、提升城市人口素质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多年来，东方时尚内部考核的标准始终把“市

场占有率、学员满意度、考试合格率”放在首位，无论是北京地区还是外地子公司，市场占有率

都在稳步提升，而学员满意度和考试合格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2019 年 5 月山东淄博项目、2019 年 8 月湖北武汉项目有望投入运营，2020 年 5 月重庆项目

有望投入运营，新项目的运营将会带来营业收入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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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010,871,966.43 3,159,592,064.12 26.94 2,630,032,825.03 

营业收入 1,050,918,667.83 1,173,088,310.80 -10.41 1,155,438,136.3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3,269,257.27 234,945,813.20 -4.97 245,936,096.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9,491,775.10 215,463,354.58 -39.90 231,943,311.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47,811,311.42 1,739,157,461.28 0.5 1,630,211,648.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4,241,541.36 293,611,397.88 -186.59 243,504,453.0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40 -5 0.6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40 -5 0.6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59 14.03 

减少2.44个百分

点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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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44,410.32 309,160,425.78 284,845,413.36 243,268,41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940,379.04 100,139,801.10 77,173,912.91 32,015,16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1,464,609.57 58,592,820.82 4,966,634.03 54,467,71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5,462,477.67 -46,231,077.65 257,177,726.79 -840,650,6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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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23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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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东方时尚

投资有限

公司 

84,531,000 340,261,250 57.87 340,261,250 质押 264,666,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徐雄 11,840,000 41,440,000 7.05 41,440,00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北京和众

聚源投资

顾问有限

公司 

5,920,000 20,720,000 3.52 20,720,000 质押 20,72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金枪

鱼东时贸

易有限公

司 

5,920,000 20,720,000 3.52 20,720,0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华商领

先企业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94,831 11,294,831 1.92 0 无 0 未知 

东方时尚

驾驶学校

股份有限

公司－第

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2,678,306 9,373,966 1.59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

基金五零

四组合 

8,709,406 9,242,706 1.57 0 无 0 未知 

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
3,678,740 6,263,839 1.07 0 无 0 未知 



公司 

王安琪 4,681,218 4,681,218 0.80 0 无 0 未知 

东方时尚

驾驶学校

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

账户 

4,482,261 4,482,261 0.76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徐雄为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2、北京金枪鱼东时贸易有

限公司的股东徐水金、齐志学、王桂清、齐岩松、查胜利为徐雄的亲属；3、

北京金枪鱼东时贸易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孙翔，亦为持有东方时尚投资有

限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除上述情况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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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5,091.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41%；营业利润 24,901.31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4.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26.93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1.59%，较上年下降 2.4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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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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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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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22.48 元，上期金额 91,7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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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44,985.95 元，上期金额 16,564,106.59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2,156,246.28 元，上期金额 0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71,911.58 元，上期金额 0 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元，上期金额 0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0元，上期金额 0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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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6,085,655.37 元，上期金额 13,859,573.08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本期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利息费

用”43,186,074.51 元，新增“利息收入”23,403,463.14 元，上期利

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利息费用”15,216,891.17 元，新增“利息

收入”9,222,957.60 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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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百善东方时尚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时新汽车修理厂有限公司 

湖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石家庄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京安驾驶人安全与素养研究院 

湖南东方时尚汽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东方时尚汽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时尚驾驶学校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晋中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东方时尚 2018年年度报告》“六、合并范围的变

更”和“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