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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5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2018-021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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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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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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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宝 股票代码 0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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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悦龙 陈琼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187 号易盛大厦
12F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187 号易盛大厦
12F 

电话 0571-88228198 0571-88228222 

电子信箱 zqb@netsun.com zqb@netsu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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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4,204,316.84 176,758,154.57 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817,774.20 13,729,148.85 10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732,426.80 13,650,672.97 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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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09,758.65 -94,906,510.89 10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1.62% 1.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61,275,489.45 1,294,731,246.86 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5,732,183.57 828,033,757.48 3.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2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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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网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75% 123,201,000  质押 11,350,000 

杭州涉其网络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9% 17,906,4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

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3% 6,636,006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

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12% 5,355,496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6% 3,683,76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兴

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3% 3,602,853    

周颖 境内自然人 1.35% 3,416,045    

王茜 境内自然人 1.17% 2,946,16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常

态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6% 2,43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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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4% 2,37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浙江网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实际控制人孙德良的控制。2.上述股东中，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3.上

述股东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4.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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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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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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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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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1、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专业搜索引擎和企业应用软件开发的高新企业，目

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行业电子商务运营商和领先的综合B2B运营商。公司拥有并经营中国化工网、全球

化工网、中国纺织网、医药网等行业类专业网站。主要业务包括化工行业、纺织行业的商务资讯服务、网

站建设和维护服务以及广告服务。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垂直闭合的B2B一体电商交易平台，从信息服务延

展到交易撮合、融资、物流等方面。 

公司旗下的融资服务平台——网盛融资担保协同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为中小企业提供在线融资服务产

品，并积极联合银行共同探索基于供应链的融资模式。 

公司创建的“生意宝”(www.toocle.cn )网站。以“小门户+联盟”的电子商务新模式，从事综合电子商务运

营。 

公司旗下数据服务商——生意社，对包含能源、化工、塑料、有色、钢铁、纺织、建材、农副八大行

业在内的数百个大宗商品进行长期的现货行情追踪分析，并发布了宏观指数、各行业指数、商品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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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格数据和指数已被产业链用户、金融机构和财经媒体等广泛认可并使用。同时，在数据业务拓展上，

已与期货、证券、银行等诸多行业机构展开了合作探索。 

公司旗下的B2B交易平台---网盛大宗交易平台为企业传统销售在线化和金融化提供解决方案，吸引越

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传统企业+互联网”的模式，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对公司后续

在线交易的开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公司还为中小化工企业出口欧盟提供纵深的化工贸易服务和线下展会服务。 

2018年上半年，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保持主营业务稳定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07735996.17元，较同期上升16.65%，主要原因系本期信息平台业务基础上B2B交易平台和供应链金融平

台的建设业务收入增加及化工贸易服务收入增加所致。公司实现净利润27817774.20元，较同期增长

102.62%，主要原因系基于以前年度的投入和发展，本期信息平台业务基础上B2B交易平台和供应链金融

平台的建设业务开始成型并发展较快，使得本公司净利润同比上升。 

 

2、营业环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根据商务部《2017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再上新台

阶，全年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达到2.92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其中，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营收规

模达5027亿元，增速为25.7%；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等支撑服务业态市场营收规模达

1.1万亿元，增速为17.9%；电子商务代运营、培训咨询等衍生服务领域营收规模达1.3万亿元，增速为18.2%。 

 
 

3、公司发展展望 

目前，公司电子商务2.0服务版本保持着较好的市场竞争力，依然是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公司的

数据平台生意社积极对接公司电商战略，从多个层面有效推动了公司业务发展；此外公司互联网融资服务

平台网盛融资将加大与银行在在线融资产品的开发与推进，进一步拓展市场。 

2018年下半年度，公司以“交易金融战略”、“物流仓储战略”、“电商数据战略”三大战略为核心，致力

于打通“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全程产业链，将线上网络基础、资讯、数据、金融、交易，线下会展、贸易等

服务有机结合，产生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服务深度及广度，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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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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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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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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