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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8-033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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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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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 梁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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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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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7-28977053 

电子信箱 opzqb@oupuz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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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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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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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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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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6,921,865,325.77 3,088,035,957.18 124.15% 1,768,478,86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078,594.96 222,171,062.69 -5.44% 162,439,9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290,903.25 220,975,623.77 -3.03% 155,619,2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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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31,914.47 -145,473,089.39 40.04% 304,051,306.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1 -4.76%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1 -4.76%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7% 15.48% -2.31% 11.50%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3,609,102,149.95 3,120,790,357.85 15.65% 2,803,677,14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0,954,663.08 1,539,882,664.06 7.21% 1,333,409,7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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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142,135.88 1,789,385,116.71 2,115,918,899.73 2,066,419,17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664,261.53 62,331,634.63 42,472,561.79 57,610,1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338,605.88 59,473,840.53 41,115,760.68 68,362,69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650,350.90 7,565,194.15 -38,423,870.07 77,277,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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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审计意见，公司 2017年度转让欧浦九江股权的投资收益递延至 2018年 1月确认，

则公司 2017年第二季度确认的该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相应追溯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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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9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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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41% 553,441,734 0 质押 532,381,059 

吕小奇 境内自然人 6.06% 63,945,583 0   

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50,519,098 0 质押 50,000,000 

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 39,134,131 0 质押 35,14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

信－瑞阳 2016－2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69% 28,385,347 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21,465,000 0   

沈中根 境内自然人 0.77% 8,100,707 0   

李欣立 境内自然人 0.69% 7,287,402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鸿轩 3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49% 5,208,68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增盈 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9% 4,088,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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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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陈礼

豪先生控制的企业；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泳欣女士是陈礼豪先生外甥女； 

2、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鸿轩 3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系由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吕小奇先生实际控制； 

3、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瑞阳 2016－2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陈倩盈女士通过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云信瑞阳 2016-2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二级市场买入的公司股票，陈倩盈女士系陈礼豪先生的女儿暨一致

行动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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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47,481,734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96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53,441,734

股； 

2、公司股东吕小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82,38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63,363,203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3,945,583股； 

3、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36,000,227股，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3,133,90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9,13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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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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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1,865,325.7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4.15%；营业成本

为6,440,858,605.1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6.35%；实现利润总额304,774,050.64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10.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0,078,594.9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4%。 

项目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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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6,921,865,325.77  3,088,035,957.18  124.15% 主要是商城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营业成本 6,440,858,605.10  2,614,525,090.47  146.35% 主要是商城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税金及附加 19,890,915.30  15,702,370.78  26.67%  

销售费用 18,981,872.47  17,389,404.98  9.16%  

管理费用 76,571,179.89  75,946,741.32  0.82%  

财务费用 50,276,488.17 31,607,580.60  59.06% 

主要是本报告期融资额度同比

增加且承兑保证金存款利息收

入同比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6,978,624.30 77,285,136.46  -13.34%  

研发支出 9,175,344.18 9,370,786.96  -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31,914.47 -145,473,089.39  40.04% 

主要是因为金融业务 2017 年

年底放贷次年到期的合同同比

2016年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12,393.60 58,000,070.91 -42.56% 
根据协议支付收购烨辉钢铁

60%的股权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47,277.34  49,814,672.04  -59.35% 主要是商城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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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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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19,562.73 110,336,313.56  77.26% 16.85% 21.65% 3.05% 

加工业务 136,558,124.75 89,226,771.51  65.34% 13.92% 14.00% 0.05% 

综合物流业务 780,463,754.90 80,446,913.63  10.31% 12.90% 0.60% -1.26% 

欧浦商城业务 5,150,219,090.36 67,004,664.27  1.30% 246.57% -2.00% -3.30% 

金融业务 95,137,451.72 78,596,037.18  82.61% 3.41% 6.83%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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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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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

实施。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于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

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

该准则对实施日（2017年5月28日）存在的终止经营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列报和附注的披露进

行了相应调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

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2017

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

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379.73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379.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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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存在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和0对价并购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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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同时增加了上海沌石信

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4）对 2018 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礼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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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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