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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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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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强生、浦东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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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962,122,477.36 7,024,037,459.08 7,325,676,877.74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248,626,971.43 3,220,269,336.02 3,365,960,388.98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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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52,356.43 25,355,202.39 25,406,026.30 477.60 

营业收入 1,340,623,559.79 1,891,033,969.55 1,889,319,082.18 -2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0,087,983.90 115,805,483.78 110,932,423.88 -3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9,038,090.25 -44,318,600.06 -48,166,904.23 -14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5 3.48 3.35 减少1.33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65 0.1099 0.1053 -39.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65 0.1099 0.1053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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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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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

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89 19,862,300 0 无   

孙惠刚 境内自然人 1.11 11,7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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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未知 0.42 4,404,600 0 无   

顾人祖 境内自然人 0.41 4,299,258 0 无   

曾毅忠 境内自然人 0.36 3,751,600 0 无   

温同发 境内自然人 0.33 3,497,400 0 无   

许晓阳 境内自然人 0.28 3,000,000 0 无   

曾毅红 境内自然人 0.26 2,7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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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公司经营面临巨大挑战，公司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

一手抓防疫工作，一手抓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围绕国资国企改革的要求，公司一手抓重大资产重

组，一手抓企业内部改革，全心全力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和经营效益。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34,062.36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2,829.79 万元。 

 （一）出租汽车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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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营运车辆不正当

竞争等困难瓶颈，将深化出租改革、擦亮城市名片作为己任，走数字化转型发展之路，构建“出

行服务+互联网”的新型发展模式。企业品牌形象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强生出租连续九年保持上海

出租汽车行业乘客满意度指数测评行业第一的基础上，2020 年上半年继续保持行业第一，客运市

场守法率在骨干企业中位居行业前列，荣获了“2019 年上海市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称号。报告期

内，为有力推进强生出租总部机构改革，强生出租聘请了国际知名的安永咨询公司，专业化提供

企业组织架构体系设计方案，构建了强生出租企业现代管理、科学管理、数字管理的发展方向。

强生出租按照“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思路，以新能源试点车队为模板，实行全新管理模式、业

务模式。在业务供给上，强生出租对接强生致行平台，实行“网约+扬招+预约+站点”的综合业务

管控模式，着力拓宽一线驾驶员收入来源；在营运管理上，强生出租运用互联网平台的线上管理

技术，结合公司传统的线下管理优势推动管理模式的优化，着力提升运力管控效率；在分配模式

上实行透明化的承包指标和积分制考核，着力提升员工激励力度；在管理方式上，强生出租加强

现场指导，着力培育驾驶员“会做业务”的运营技能。目前试点车队营运车辆已增加到 110 辆，

车队规模也将进一步拓展，着力通过更全面的试点，积累强生出租转型的经验。强生出租以“破



出租旧局、谋行业新路”为目标，持续推进新能源车规模不断扩容。围绕新能源车队发展，着力

开发“集中住宿、集中停车、集中充电”的一站式服务，着力缓解驾驶员充电困难、夜间停车和

住宿成本高等核心问题。截至上半年，漕宝路、龙吴路与沪太路 P+R 场站新能源车充电站已正式

投入运营。公司着力解决一线驾驶员“停车难、如厕难、吃饭难、充电难”的痛点，在漕宝路、

龙吴路和沪太路综合驿站开放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寻找适合出租车辆临时停放、驾驶员临时休憩

的地点，打造“强生微驿站”生态圈，目前已经完成调研并进驻微驿站 100 余个。“强生出租”淘

宝网店 2020 年上半年新增单次贵宾卡 78 张、VIP 金卡及黑金卡 43 张、新增“专人专车”的客户

达 88 家，新增“专线接送”的客户达 146 家。自 2019 年 3 月起新推出的固定乘客固定车辆的“一

对一”服务，深得乘客及驾驶员的好评；强生出租 PAD“电子调度员”已进驻高档酒店和大型购

物中心 70 家。 

强生出租在聚焦转型的同时，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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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强生品牌的知名度。面对新冠疫情，强生出租坚持抓好日

常营运,先后策划了“防疫情、保供应、亮品牌”的立功竞赛活动；向社会推出了“医者安心、车

辆安心、司机安心、服务安心、行车安心、调派安心”的“六安心”安全服务新承诺。2020 年 5

月，强生出租组织了“保安全、促服务”为主题的营运大整治，一系列活动保证了安全服务供应

水平。自 1999 年首推“高考热线”以来，强生出租已连续二十二年始终如一为考生解决出行难

问题，至今已累计为高考学生提供近 5.8 万余车次的送考护考用车服务。强生出租率先在全行业

成立雷锋车队爱心基金，为员工弘扬雷锋精神、志愿服务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激励驾驶员

更好地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报告期内，强生出租积极做好各大重要站点和主要交通枢纽的保障

工作，受疫情的影响，今年春运期间出行需求大幅萎缩，计划中的大年夜客流高峰和节后返城高

峰都未出现，但是，强生出租仍严阵以待，为应急疏散客流做好响应准备。做好浦东机场、虹桥

机场、新客站、虹桥高铁站、南站的“两场三站”返城客流疏散的预案准备。 

 巡游出租车实行政府定价，现本市市区出租汽车运价结构和收费标准沿用 2015 年 10 月制定

的运价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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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员收入持续下降，基本呈现直线下滑趋势，驾驶员营运收入与劳动付出严重失衡，小时工资远低

于社平标准，驾驶员流失愈发严重，从而使得营运收入不断下降，毛利率持续减少，运营企业出

现亏损，这也是导致公司主营净利润持续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  



（二）汽车租赁板块 

公司汽车租赁业务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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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汽车租赁板块围绕新形势下企业改革发展战略目标，切实推进租赁板块

管理体系整合。受今年新冠疫情、车辆牌照纳管合规等综合因素影响，公司下属租赁公司经营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对公司维系订单、开拓新业务等经营事项都造成了巨大困难。但公司下属

租赁公司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服务客户共抗疫情。公司下属租赁公司先后派出 14 辆大巴，安

全护送将近 300 名医务工作者奔赴武汉疫区第一线；派出 29 辆大巴，助力本市爱心企业向 85 家

医疗机构运送水果；派出 85 辆大巴，分 40 多条客运专线将江南造船集团、上海建工集团分布在

全国各地的 1600 多名返岗复工人员从“家门口”接到“厂门口”，助力全市复工复产。公司下属

租赁公司细致周到的服务推动了企业品牌效应的不断提升，上半年租赁新增长包车业务合同有所

增长。  

（三）汽车服务板块 

强生汽修以中高端 4S 品牌为龙头，推进修理和配件两线发展。2020 年上半年，强生汽修外

修聚焦市场，开拓升级，深化 4S 事业部改革，抓住龙头业务，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品牌车辆销售。

尽管受疫情影响，车辆销售、车辆维修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通过努力，大众 4S 完成新

车销售和车辆维修任务。疫情期间，为充分体现强生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强生汽修陆续上门对

所服务的政府部门车辆进行消毒服务。报告期内，强生汽修继续做好集团客户车辆维修招标工作，

完成政府机关、金融系统、医疗单位等客户的车辆维修招标和续约工作；同时强生汽修将外修业

务瞄准上海出租汽车行业，承接了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的保养维修业务，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拓

展业务。强生汽修在对外拓展汽车维保业务的同时，稳步做强配件销售业务，通过持续调整和优

化油品、轮胎、汽配业务的结构，积极拓展外部市场，实现销售效益最大化。疫情期间，对外配

件销售市场几乎停滞，但事业部销售人员坚持定期与客户保持联系，通过电话、网络拜访客户，

做到维护客户不流失。强生汽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为助推出租汽车新能源汽车改革，进一步

方便出租营运驾驶员车辆充电以及社会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市场需求，开展充电桩项目运维和投资。

强生汽修在接手运维漕宝路、龙吴路强生驿站的基础上，今年在沪太路建造了又一个为出租营运

驾驶员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站。同时强生汽修将研究与之配套的强生驿站拓展项目，建立以车辆

快修、充电服务、驾驶员就餐、休息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站，有效解决营运驾驶员“停车难、

吃饭难、休息难、充电难”问题。 



由于出租汽车行业处于低谷期，车辆搁置、更新放缓或者不再更新，强生科技的车载设施的

销售量及定单相较去年减少，同时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对业务的影响，但强生科技依旧坚持自主

研发，积极开拓市场。2020 年上半年，正值疫情防控重要阶段，强生科技以加强品牌建设为着力

点，掌握市场动向，改进销售方式，进一步提高分析市场、争取市场、驾驭市场的能力，逐步建

立起了完善的市场销售方式，先后取得三项投标项目。为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强生科技充分

认识智慧城市交通信息化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公共交通信息化应用的需求，专注车载智能终端研

发。作为强生科技 2020 年项目建设的重点，SC60 新型 android 出租终端项目目前已进入上车测试

前的全功能联调联试阶段，不久就可进行小批量投产试运行；持续改进现有 AC6-L 型 Linux 前装式

智能终端存在的问题，同时从硬件上进一步优化结构、降低成本、改善性能、提高稳定性；研制

32 位新型计价器，对原有计价器进行改进使其具备可扩展性，能搭配各种应用场景使用，目前已

完成样机开发和调试工作；完成全新第四代公交智能终端核心板的原理设计及电源板的样板设计，

正在加快进行核心板的 PCB 设计及主板的方案设计。面对出租汽车行业市场低迷，强生科技坚持

客户优先，优化售后服务网络，提高维修水平，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对外销

售计价器、出租车各类智能终端、公交车智能终端销售，交通卡 POS 机、车辆行为分析仪、二维

码主动扫码设备等，加快报修维修响应和投诉反馈机制，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020 年上半年，强生广告面对新冠疫情下的出租车阵地萎缩进一步加速化、对强生广告媒体

销售、阵地费的收取、现场管理、会展业务等影响，强生广告积极维护和开拓客户资源，抢抓机

遇稳住经营。强生广告与客户签订广告合作协议，推动出租车辆广告宣传业务；与市慈善协会、

都市旅游卡公司开展深入合作，推出抗疫交通卡、旅游纪念卡等产品；承接临港园区抗疫少年书

画展；为公积金中心制作各网点门牌店招项目。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强生人力资源公司始终秉承做好服务的工

作理念，坚持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标，积极发挥平台作用，认真做好人事

信息系统的管理与维护、人员培训、人事档案管理、职工招退工、劳务工费用结算、员工上访处

理、公司所属公司冗员安置等工作。疫情期间，强生人力资源公司结合公司实际，迅速搭建了开

放式学习平台“强生云学堂”，为公司不同岗位员工提供了足不出户的高质量职业培训。 

面对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对存量房产销售的影响，同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强生置业下属

君强置业开发的虹桥“君悦湾”项目的销售业绩受到影响，结转量减少。面对不利因素，强生置业

以销售工作为重点，整合营销资源，结合房地产市场行情适度进行房价调增，努力做到效益最大



化。截止到 2020 年上半年，高层套房销售率为 98%，别墅区销售率为 87%，高层区地下车位销售

率为 75%。强生置业全面优化提升整体营销管控水平，对出租物业全面梳理，优选优质客户对象，

做好物业租赁工作，为企业经营效益做补充。 

（四）旅游业务板块 

    巴士国旅着力发展邮轮游、定制旅游、上海本地游、国内短线游四大产品；强生国旅主营海

外精致路线业务。巴士国旅与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上海新高度旅游有限公司，

主营双层观光车“上海一日游”市场，目前已运营从南浦大桥（沪军营路）至外滩（汉口路）、从东

方明珠（陆家嘴环路）至外白渡桥（黄浦路）两条申城观光线路，共投入 20 辆双层巴士运营，2019

年 4 月又推出了夜景车和景点门票联售两个新项目。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会、党群组织的职工，

2020 年上半年新推出三种“爱上海、游上海”系列旅游活动，并结合历史文化、党史知识的讲解：

一是浦江游览（日航世博线）+申城观光；二是浦江游览（夜航）+申城观光；三是定制产品（1、

市区双层观光巴士接送；2、申城观光双层巴士城市游览，线路可定制；3、浦江游船活动，可定

制航线、码头、游船、船上活动；4、红色景点讲解，按需安排景点。旅游车队积极推进班车包车

业务的投标和汽车旅游产品的开发。定制中心属于旅游板块的新兴业务和发展方向，主要打造拓

展精品特色旅游产品，目前处于开发培育期，正逐步形成文体、主题营地、研学旅行、国际游学

等定制游细分产品。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爆发，旅游需求下滑，游客出行受限，公司下属旅游公

司以降本增效为导向，梳理优化内部管理、业务架构，进一步理清门店、营业部、分社的管理层

级，优化企业岗职体系和管理架构；推进巴士国旅和强生国旅线上产品的调整。作为一家国有上

市公司，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巴士国旅承接从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入

境的境外人员返回静安区转运任务。经过近三个月多的共同奋战和辛勤付出，巴士国旅圆满完成

任务，做到“三零”：服务投诉为零、行车事故为零、人员感染为零的预期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东浩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情况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三/（三）其他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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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7]22 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14 号—收入>的通知》规定，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

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 规

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新收入准则。具体情况详见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财

务报告” 中五、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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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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