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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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588,223,824.05 2,567,303,220.94 2,550,853,195.8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381,736,778.21 1,666,193,828.77 1,662,875,053.10 不适用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4,346,038.24 85,125,715.59 90,054,098.7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27,600,041.54 441,068,230.64 423,341,907.7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121,061.93 66,719,171.94 64,541,602.2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2,455,715.08 62,330,550.00 61,786,157.5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76 3.96 3.8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36 0.4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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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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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 65,536,143 65,536,143 质押 8,730,242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36 15,680,000   无   

福弘（常州）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5.47 10,258,640   无   

陶安平 境内自然人 4.93 9,242,853   无   

黄得云 境内自然人 4.36 8,179,486   无   

索军 境内自然人 3.64 6,819,018   无   

常州远为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08 2,032,120 2,032,120 无   

常州创尔立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0.84 1,568,819   无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0.77 1,450,000   无   

陆峰 境内自然人 0.58 1,089,95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孙继胜先生与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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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传统业务保持

稳定，一体化共享出行平台新业务的发展较快，2019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8 亿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12.11 万元，下半年公司业务将会快速增长，这将保证公司 2019

年经营目标如期实现，即营业收入 9.5 亿元净利润 1.36 亿元。 

公司团队的经营宗旨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价值，三年来公司的净资产从 2016

年 5.4 亿元增加到现在的 23.8 亿元，年均增速 180%。 

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ROE），扣除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报表中的可变金融资产，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年度的实际净资产收益率均约为 10%左右。 

截止到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已成功地在全国约 285个城市和地区成功开展了共享出行业务。

累计注册会员 5,100 万人。今年上半年完成 40 个城市的公共自行车项目的扩容及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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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给公司带来稳定的业务收入，也为公司的

新业务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永安行一体化共享出行平台新业务已完整地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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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业务的技术和服务有效融合，并已在常州、南通、

苏州、聊城、徐州、盐城、昆山等多个城市成功实施，并通过永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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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永安行共享出行平台的收入超过了 2018 年全年共享出行平

台收入的 300%，2019 年下半年共享出行平台业务收入增速还会加快，预计 2019 年全年永安行共

享出行平台业务收入将超过 15,000万元。 

报告期内，共享助力自行车已在常州、南通、聊城、焦作、三明、张家港等 20 多个城市成功

地投放运营，并且共享助力自行车已获得了国家 CCC 认证，2019 年共享助力自行车将会在 30 多

个城市扩大推广。 

2019 年上半年，永安行共享汽车已覆盖到常州、苏州、南通、徐州、泰州、扬州、昆山、盐

城等城市，总投放量 3500辆，并已经全面实现盈利。预计小安汽车 2019年的总投放量将达到 8,000

辆，服务的城市扩大到 15 个。力争 2020 年共享汽车的总投放量超 20,000辆，服务的城市扩大到

50 个。目前，永安行已取得常州市网约车牌照，各城市的运营许可证正在相继申领中，报告期内，

永安行网约车已在常州正式上线试运行。 

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布局国际市场。印度合资公司已经成功落地，并在印

度的多个城市开展了共享出行业务，欧洲的共享出行公司已经在英国注册，系统正在测试之中。 

报告期内，公司已经成立了常州永安行共享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常州永安行共享生活科技有

限公司将向客户提供智能门锁以及智能家居服务系统产品，系统覆盖到酒店、办公、家庭、学校

等领域。公司将通过永安行 APP 向使用者提供居家服务，这将进一步扩大永安行 APP 的服务生态

圈，把永安行 APP 由出行服务的“行”向居家服务的“住”进行延伸服务，实现公司在“住”的

市场布局，智能居家服务将在未来数年呈现快速发展趋势，2019 年将会给公司的业务收入带来一

定的增长，报告期内，永安行居家服务系统已经上线试运行。 

公司已在布局物联网芯片和氢能源技术的新业务，相关技术及产品正在积极研发中，公司将

会在 2019 年适时推出。 

公司正在建设 60,000 平方米的智能制造及研发中心，将在明年上半年建成投入使用，这将会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公司实施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回

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未来这种股权激励计划将会不断持续，以激发核



心公司核心团队的创造力和凝聚力。2019 年 2 月 22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

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45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08%，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3,137.8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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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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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