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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7-032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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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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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

总股本 660,04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送红

股 6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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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浦智网 股票代码 00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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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礼豪 无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州村委会第二工业

区乐成路 7 号地 
 

电话 0757-28977053  

电子信箱 opzqb@oupuz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智能化物流、综合电商平台和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提供商，业

务范围涉足钢铁、家居、塑料、金融等行业。 

1、钢铁物流服务 

公司为客户提供大型仓储、剪切加工、转货、运输、商务配套、综合物流服务以及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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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现货交易、钢铁资讯等全方位“一站式”的第三方钢铁物流服务。 

公司拥有“欧浦钢铁交易市场”和“欧浦钢网”两大主体，以“智能物流+电商平台+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模式诠释现代钢铁物流。 

欧浦钢铁交易市场占地面积约 350亩，公司拥有和管控的仓储能力达 270万吨，年加

工能力达 340万吨，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欧浦钢铁交易市场整合钢铁生产、供应和销

售体系，已成为高集约、多功能、大规模的现代化钢铁物流基地。 

欧浦钢网是国内首家钢铁现货交易网站，拥有欧浦商城、钢材超市现货平台、钢材物

料采购平台和钢铁资讯服务等网络服务平台。欧浦商城作为欧浦钢网重力打造的钢铁线上

销售平台，通过与各大钢厂合作，为客户提供优质、实惠的钢材现货资源，客户只需登录

欧浦钢网即可自主选择所需货物，在线支付货款完成现货交收，实现钢贸行业线上线下的

相结合。钢材超市现货平台是在充分整合公司线下庞大的仓储、加工、物流资源的基础上，

推出的基于第三代 B2B电子商务模式的现货交易平台，是与实体仓库结合以真实现货为基

础搭建的开放式钢材大卖场，将静态的仓储提升为动态的交易市场，同时有效解决了网上

交易信息虚假性问题；钢材物料采购平台，通过集中采购、集中拼单加工、集中拼单运输

创值，减少浪费，降低终端用户采购成本；钢铁资讯服务平台高度汇聚国内外钢铁信息，

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已成为国内重要的钢铁资讯网站。 

2、供应链金融服务 

公司利用在钢铁、家具和塑料等行业积累的数据资源，以线下完善的仓储监管配套服

务为基础，支撑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为客户提供金融质押监管、

网上贷、保理业务等模式成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欧浦小贷主要为中小企业及工商个体户提供小额流动资金贷款、

小额技术改造贷款、小额科技开发贷款、小额委托贷款、小额综合授信以及小额中长期或

短期的各类贷款。其主要业务有“优质客户贷款计划”、常规“线下贷”和全国范围内的

“网上贷”。欧浦小贷具备线上灵活放贷，以及线下仓储和物流强大支撑的优势，也是继

阿里小贷后为数不多可向全国会员发放网上贷款的公司。 

3、家居集成消费服务 

“欧浦家居网” 颠覆传统供应链的F2C运营模式，通过线上购物和线下体验的O2O模

式，为消费者提供标准化、全透明、一口价的家装电商“O2O”一站式服务，其核心竞争

力在于直接对全国各大家具厂商的整合，实现资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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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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4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088,035,957.18 1,768,478,866.99 1,768,478,866.99 74.62% 1,774,439,598.49 1,810,091,22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2,171,062.69 162,439,937.45 162,439,937.45 36.77% 126,389,096.91 139,227,03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0,975,623.77 155,619,242.73 155,619,242.73 42.00% 106,848,065.81 106,848,06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5,473,089.39 304,051,306.09 304,051,306.09 -147.84% 28,651,497.05 21,017,417.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9 0.25 36.00% 0.19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9 0.25 36.00% 0.19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48% 11.50% 11.50% 3.98% 10.93% 9.94%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4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120,790,357.85 2,803,677,140.83 2,803,677,140.83 11.31% 1,774,504,890.07 2,178,701,77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39,882,664.06 1,333,409,733.30 1,333,409,733.30 15.48% 1,243,933,675.36 1,497,969,985.3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849.59 65,970.85 73,696.74 104,28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7.47 5,887.3 5,027.06 6,24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76.6 5,590.52 5,014.33 6,41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92.06 11,690.19 170.3 -8,3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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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3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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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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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41 345,901,084 345,901,084 质押 344,596,000 

新余市英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31,574,436 31,574,436 质押 31,574,434 

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24,458,832 24,458,690 质押 24,458,69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21,300,000 0 - 0 

吕小奇 境内自然人 1.07 7,036,082 0 - 0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9 4,554,626 0 - 0 

深圳市新网在线广告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2,860,652 0 - 0 

钟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0 2,625,100 0 - 0 

曹林妹 境内自然人 0.38 2,509,705 0 - 0 

范小平 境内自然人 0.32 2,110,200 2,110,200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和新余市英顺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礼豪控制的企业；新

余市纳海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泳欣是陈礼豪外甥女。 

2、对于上述其他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公司股东深圳市新网在线广告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0 股，通过投资

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2,860,652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60,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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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88,035,957.1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4.62%；营业成

本为2,614,525,090.4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6.72%；实现利润总额338,727,935.39，较上

年同期增长57.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171,062.6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77%。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088,035,957.18  1,768,478,866.99  74.62% 烨辉上年度合并 11-12月 

营业成本 2,614,525,090.47  1,479,470,589.90  76.72% 烨辉上年度合并 11-12月 

税金及附加 15,702,370.78  7,703,930.68  103.82% 烨辉上年度合并 11-12月 

销售费用 17,389,404.98  13,307,911.81  30.67% 烨辉上年度合并 11-12月 

管理费用 75,946,741.32  45,199,281.09  68.03% 员工持股计划增加 

财务费用 31,607,580.60  7,578,930.22  317.05% 
烨辉上年度合并 11-12月，

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7,285,136.46  45,886,858.36  68.43% 烨辉上年度合并 11-12月 

研发支出 9,370,786.96  13,391,788.88  -30.03% 
部分研发项目已完结，致使

研发费用总额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473,089.39  304,051,306.09  -147.84% 
主要是欧浦小贷业务量增

长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14,672.04  -390,673,483.93  112.75% 主要是本年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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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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业务 122,221,191.65 90,699,009.27  74.21% -2.45% -3.19% -0.56% 

加工业务 119,871,990.50 78,269,458.72  65.29% 4.70% -0.41% -3.35% 

综合物流业务 691,302,172.36 79,969,876.05  11.57% 108.83% 117.11% 0.44% 

欧浦商城业务 1,486,045,428.44 68,371,894.33  4.60% 41.69% 178.72% 2.26% 

贸易业务 560,408,781.58 80,348,417.85  14.34% 587.79% 686.46% 1.80% 

金融业务 91,996,633.85 73,568,073.43  79.97% 48.76% 65.38% 8.04% 

说明：上表营业利润按各产品的毛利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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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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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存在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合并报表范围与上年度财

务报告相比，减少了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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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7 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礼豪 

2017 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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