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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6                            证券简称：顺利办                            公告编号：2019-016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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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利办 股票代码 0006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海勇 寇永仓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57号 5号楼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57号 5号楼 

传真 0971-5226338 0971-5226338 

电话 0971-8013495 0971-8013495 

电子信箱 huanghy@12366.com kouyc@1236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以及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提供企业注册、财税、知产、投融资等多项服务，是解决所有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

财、物、税、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公司多年深耕于企业服务领域，以线上互联网平台的O2O经营模式，线下连锁门店协

同服务，实现了企业服务的互联网化和标准化。公司布局百城千店以工商代办、代理记账等全国通办基础业务为价值原点，

结合顾问咨询、人力资本、无形资产、金融保险等“4S”业务体系，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企业服务。 

销售模式：公司线下连锁服务网点遍布于全国各主要城市，通过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及加盟、合作机构，由各网点人员直

接对区域内客户进行服务推介及相关的市场推广工作。同时，公司通过线上平台，提供便捷的异地跨区服务，吸引大量客户，

有效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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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⑴顾问咨询业务是接受企业的委托，全方位、多角度、多渠道为客户提供筹划咨询、架构设计、交易设计、节税

落地全案服务，尽可能降低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风险，以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⑵人力资本业务基于灵活用工、人事外包、业

务流程外包等业务，解决企业多种用工需求，打造雇员经济圈。根据客户需求完成外包人员管理及工资发放、代报个税等业

务，让中小企业及雇员都能够享受与大型企业同样专业的人力资本服务。⑶无形资产业务是通过知识产权、资质审批、商标

注册等服务，帮助企业实现无形资产有效的经营、管理和维护，避免无形资产流失或受到损害。⑷全国通办业务包括工商代

办、变更年检、税务协助、代理记账、纳税申报、汇算清缴等服务，委派专业的顾问人员与客户进行沟通并完成客户的委托

事项。目前大部分分支机构已采用SaaS软件为客户提供在线记账报税服务。通办业务的客户主要为全国中小微企业，为公司

建立大数据中心提供了精准有效的信息源。 

盈利模式：顾问咨询等4S业务参照同行业同类业务并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报价，以服务项目为单位进行计费；全国通办业务

主要参考市场同类业务收费情况，结合公司产品优势和技术优势进行市场化定价，并根据客户规模按年、按季或者按月收费。 

（二）行业发展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全文“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部分。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35,139,995.00 515,934,484.75 42.49% 411,857,72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282,489.53 64,215,586.67 45.26% 45,818,30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036,069.55 -112,158,537.52 190.97% 23,462,86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74,961.75 -30,910,947.64 274.29% 22,037,14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8 0.0839 45.17% 0.07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8 0.0839 45.17% 0.07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2.27% 1.10% 2.6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4,166,375,290.20 3,838,043,648.14 8.55% 3,129,740,34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83,928,517.26 2,745,459,301.11 1.40% 2,791,818,367.8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9,746,449.03 180,341,092.95 229,059,461.23 175,992,99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72,621.18 18,678,562.58 254,625,977.06 -221,394,67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13,989.50 18,614,421.03 78,903,658.99 -21,595,99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78,266.04 -59,244,012.16 1,762,708.03 158,034,531.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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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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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1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69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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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连良桂 境内自然人 16.78% 128,536,103 124,816,446 质押 128,490,000 

彭聪 境内自然人 10.20% 78,130,329 58,597,747   

百达永信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8% 45,768,340 18,307,336 质押 27,461,004 

青海省国有资

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2% 36,150,000 0   

广西泰达新原

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22,944,207 22,944,207 质押 8,000,000 

西藏华毓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 22,700,000 0   

智尚田 境内自然人 2.88% 22,026,431 22,026,431 质押 22,000,000 

天津泰达科技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0% 21,422,000 0   

平安基金－浦

发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宏

金 98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45% 18,764,066 0   

西宁城市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7% 17,385,95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连良桂、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华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彭聪、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通过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400,0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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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小微企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庞大的企

业基数奠定了中国企业服务行业巨大的市场空间。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

于加强和改进基层会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鼓励、支持代理记账行业加速发展的政策法规，从制度层面提供了保

障行业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也推动了行业规模、企业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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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一站式孵化服务，满足其财税、运营、资源整合等多层次需求，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同时，不断积累大量用户，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实施支撑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品牌+平台”战略，进一步提升公

司竞争力。 

（一）2018年经营情况 

2018年，紧紧围绕“品牌+平台，构建4S体系”战略核心，公司全员凝心聚力，精耕企业服务市场，保持以高效、准确的服务

向客户提供最适用的产品。公司“4S”体系包括顾问咨询体系，服务于企业规划；人力资本体系，服务于企业的“人”；无形资

产管理，服务于企业的“物”；金融保险体系，服务于企业的“财”。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向百城千店输出人力资本、顾问咨询、

无形资产业务，形成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新生态。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514.00万元，同口径剔除制造业营业收入后较上年同期增长130.65%；实现营业利润22,107.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6.85%；实现净利润11,104.87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328.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45.26%；实现每股收益0.1218元。 

其中：人力资本业务、企业综合服务业务、顾问咨询业务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8,444.93万元、40,038.68万元、4,776.73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310.14%、93.68%、-49.52%。 

（二）报告期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报告期内筹划并实施完成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以现金方式购买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60%股权。公司外延式并购，可以获取海量的遍布全国各地

的中小微企业客户流量入口，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可以实现公司战略，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上述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于2018年6月28日完成。 

2、融资事项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所需，以及支付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对价款，公司拟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最高额

不超过50,000万元的信托贷款，具体借款金额以实际放款数额为准，期限为不超过36个月，贷款利率由双方参照市场利率协

商确定。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未开展。 

3、股权激励事项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专业管理人才及核心骨干，充分调动其积

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

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

则，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

对象共计39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本激励计划授予

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22元/份。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

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授予的股票期权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满12个月后分三期行权，每期行权的比例分

别为30%、30%、40%。 

2018年6月7日，公司完成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易桥JLC1；期权代码：037061；

授予日：2018年5月9日。 

4、资产处置事项 

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孙公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基于业

务协同性、财务安全性等多方面考虑，对其终端资产人员、业务、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整合优化，并经友好协商，分别与霍

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终端资产合伙人共同决定签署《终止合作协议》。签署该协议将导致

子公司、孙公司终端资产范围相应减少，公司财务状况更加合理。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终端资产已处置完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人力资本 284,449,302.65 22,791,542.67 7.00% 2,310.14% 77.82% -7.45% 

企业综合服务 400,386,774.60 211,948,808.89 60.90% 93.68% 578.76% 0.39% 

顾问咨询 47,767,343.24 10,640,395.36 85.14% -49.52% -88.28%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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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业务、产品主要为企业服务业。公司重点向百城千店输出人力资本、顾问咨询、无形资产业务，形成企业互

联网服务业务新生态。公司通过上期剥离制造业务，集中优势发展企业互联网服务业务，使公司的整体实力和盈利能力进一

步提高。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了对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60%股权收购的重大资产重组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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