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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杭州壹网壹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29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针对《关注函》提出的问题进行自查，

经仔细梳理及核查，公司的日常主营业务及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公司

建议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公司的风险主要如下： 

1、公司澄清非近期热点概念的风险 

公司是一家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MCN机构、达人仅是当下线上品牌宣传推

广的方式之一，并不代表公司是网红概念经济的代表性公司，且上述推广方式产

生的 GMV 对公司的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因此澄清可能引发股价波

动的风险。 

2、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快消品电子商务服务行业整体仍处成长阶段，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

未来，电子商务服务商的数量可能继续增加，从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品牌可能

将会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压低服务费的比例，进而产生可能造成股价波动的风险。 

3、电商行业增速放缓的风险 

近几年，电商行业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整个体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规模效益凸显的同时也会带来增长速度放缓的可能；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

的革新，电商行业可能因为其他新兴行业的出现而失去目前拥有的竞争优势，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而影响增速，进而可能造成公司的增长不及预期的情况，从而导致股价波动的风

险。 

4、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波动的风险 

若未来国外疫情持续恶化且无法有效控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

或国家产业和货币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以及国际贸易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等不利因素时，可能导致公司无法拓展新的客户和市场、持续提升公司服务能力，

进而可能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5、电商行业涌现新业态从而引发市场热点切换可能造成股价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国内外知名快消品品牌提供全网各渠道电子商务服务。

目前，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品牌线上服务和线上分销。其中，品牌线上服务

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又可以细分为品牌线上管理服务和品牌线上营销服务。这

三种经营模式的概述如下： 

A、品牌线上营销服务：主要面向终端消费者，通过赚取进销差价获得利润； 

B、品牌线上管理服务：和品牌线上营销服务类似，但是不承担采购成本，

根据店铺成交金额固定比例或固定金额收取品牌方管理服务费； 

C、线上分销：向其他电商平台、或电商平台上中小卖家进行分销业务。 

公司的日常及基本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电商行业具备创新快、变化快的特点，未来，电商行业存在涌现新业态的可

能性，届时如出现新的市场热点，公司的市场关注度或将下降，因此存在电商行

业涌现新业态从而引发市场热点切换进而可能导致的股价波动风险。 

6、公司股票大幅上涨后可能产生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9月 27日上市以来以上涨为主，股价涨幅明显超过创业

板综合指数，市盈率也高于同行业。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股价连续上涨

后可能存在的波动风险。 

7、其他有关公司风险因素 



其他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9月 16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现对《关注函》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1. 你公司在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时表示，公

司没有自主培养的达人，在 2017 年就已经开始开展与 MCN 机构的合作，近年来

公司也在开拓不同平台的合作。 

（1）请说明公司与 MCN 机构及达人的合作模式、业务形态、主要的合作对

象、合作内容、合作的稳定性等，并量化分析与相关机构及达人合作对公司业

绩的影响。 

（2）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经济”

“MCN 机构”等市场热点概念进行股价炒作的情形。  

公司回复： 

（1）公司与 MCN 机构及达人合作对公司的业绩影响。 

公司在服务品牌的过程中注重品牌建设，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品牌宣传和推广，

网红直播、短视频业务只是公司为品牌推广的多种方式之一。公司通过此类合作，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服务品牌的知名度。我们与 MCN机构及达人的合作上，

因为公司不同的业务模式也有所不同： 

A、品牌线上营销服务 

在该种业务模式下，MCN机构或达人是公司的供应商，由公司直接付费。MCN

机构或达人主要负责站内外的推广投放；公司主要负责根据行业趋势或者竞品情

况制定投放策略、选择投放的平台、方向，在结合品牌的意见及确认后，主导选

择合适的 MCN机构或达人，并在最终实施的过程中配合 MCN机构或达人完成，同

时监控效果及做好复盘总结；品牌主要负责审核公司提报的推广投放策略，结合

品牌自己的需求，给予公司指导和意见，以保证投放推广的效果。 

2019 年，公司线上营销服务业务与 MCN 或达人合作产出 GMV（退款前）占该



类业务总 GMV（退款前）的比例约为 10%左右。 

B、品牌线上管理服务 

在该种业务模式下，公司、MCN 机构或达人均为品牌的供应商。MCN 机构或

达人的费用由品牌直接支付。MCN机构或达人主要负责站内外的推广投放；公司

主要负责依据监控的竞品情况或者行业趋势向品牌分享数据并提供策略，并在实

际实施过程中配合 MCN机构或达人完成，同时监控效果及做好复盘总结；品牌主

要负责依据公司提供的策略并结合品牌自身的需求寻找并确定合作的 MCN 机构

或达人，并全程直接参与 MCN机构或达人的推广投放的实施。 

2019 年，公司线上管理服务业务与 MCN 或达人合作产出 GMV（退款前）占该

类业务总 GMV（退款前）的比例约为 10%左右。 

（2）公司不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经济”“MCN机构”

等市场热点概念进行股价炒作的情形。 

MCN 机构的主体即为 KOL（网红达人），而 KOL 早在互联网产生之初就已经存

在。MCN机构是电子商务产业链中的一环，也是电子商务服务产业的上游供应商。

因此，我们与上述机构及达人的合作是公司正常开展业务的常规事项，并不存在

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经济” “MCN 机构”等市场热点概念

进行股价炒作的情形。 

最后特别提示：公司是一家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MCN机构、达人仅是当下

线上品牌宣传推广的方式之一，并不代表公司是网红概念经济的代表性公司，且

上述推广方式产生的 GMV对公司的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因此澄清

可能引发股价波动的风险。 

 

2. 你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披露《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公告》，拟以股本 8,013.90 万股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股，并于 5月

18日披露《股权收购的进展公告》。我部关注到，你公司股东中金佳泰贰期（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福鹏宏祥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吴舒、张帆、卢华亮、杭州网哲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希哲所持公司股份将于 2020 年 9 月解除限售，上述股份合计占上市公司股本

总额的 25.41%。 

（1）请结合行业发展态势、客户拓展情况、同行业公司业绩情况，补充说

明公司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充分提示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请明确说明上述股东的后续六个月的减持安排，核实公司的股权收购

方案及利润分配方案是否与上述股东的后续减持安排有关。  

公司回复： 

（1）公司业绩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商务部《中国商务电子报告 2018》的公示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网上零售

额突破 9 万亿元，其中 B2C 网购市场规模达 5.66 万亿元，在网络购物市场交易

占比达到 62.8%，同比增长 34.6%。目前，快消品电子商务服务行业整体仍处成

长阶段，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行业内较为出众的服务提供商，除本公司外，还

包括宝尊电商、上佰电商等。据宝尊电商披露的 2019年业绩报告显示：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72.78 亿元，同比增长 35%；净利润为 2.82 亿元，同比

增长 4.3%，剔除第三方仓库火灾事件的影响，年度净利润增长 21%；总 GMV 为

444.1亿元，同比增长 50.9%。 

未来，除上述拥有较大业务规模的电商服务商外，品牌电商服务商的数量或

进一步增加，市场竞争程度或将加剧，而企业所定位的服务类型将更为细分；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将继续巩固其竞争优势，形成更强的行业壁垒，市场集中

度预计将进一步上升。 

公司系天猫六星级服务商。截止本关注函出具日，公司在新增签约丸美等化

妆品品牌的同时，还签约了潮玩类目的泡泡玛特，进一步拓展了服务类目，并拓

展了京东等渠道。因此，公司具备在保持老客户的持续增长外，通过新增合作品

牌、拓展品类布局以及开拓渠道合作的方式保持公司业绩的可持续性。 

电子商务行业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后浪”辈出的行业，因此公司特别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A、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快消品电子商务服务行业整体仍处成长阶段，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

未来，电子商务服务商的数量可能继续增加，从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品牌可能

将会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压低服务费的比例，进而产生可能造成股价波动的风险。 

B、电商行业增速放缓的风险 

近几年，电商行业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整个体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规模效益凸显的同时也会带来增长速度放缓的可能；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

的革新，电商行业可能因为其他新兴行业的出现而失去目前拥有的竞争优势，从

而影响增速，进而可能造成公司的增长不及预期的情况，从而导致股价波动的风

险。 

（2）股权收购方案及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的后续减持安排无关。 

截止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未收到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福鹏宏祥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吴舒、张

帆、卢华亮、杭州网哲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希哲在未来 6个月减持

计划通知。自关注函回复日起约 4个月后，上述主体和人员将迎来解禁。解禁后，

上述主体和人员可能会因为改善生活、个人资金需求、逐步收回投资收益等原因

而存在减持计划。一旦，公司收到上述主体和人员的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股权收购方案及利润分配方案均从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制定，与上述

主体和人员后续减持计划安排无关。 

 

3. 你公司目前动态市盈率已达 138 倍，在此前对我部的关注函回复中称，

公司的日常主营业务及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请结合目前公司股价及走势、

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分析相关指标的合理性，并充分

进行风险提示。如你公司认为公司股价与基本面不符，请及时向投资者提示相



关风险。 

公司回复：截止 2020年 5月 28日收盘，公司与三只松鼠、广联达、珀莱雅、

值得买、百润股份的股价、市盈率、市净率的情况如下： 

项目 股价（元/股） 动态市盈率（倍） 静态市盈率（倍） 市净率（倍） 

壹网壹创 194.48 119.8945  128.0673  21.1513  

三只松鼠 81.85 184.9517  137.4756  15.7548  

广联达 54.03 262.5051  259.8339  18.0019  

珀莱雅 154.00 81.7261  78.9329  14.7036  

值得买 174.68 77.7180  78.2687  12.1015  

百润股份 45.85 74.5860  79.3558  11.5533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截至 2020年 5月 28日，公司收盘价格为 194.48元；动态市盈率为 119.8945

倍，静态市盈率为 128.0673 倍；市净率为 21.1513 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

上述指标处于中等偏高值。 

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9月 27日上市以来以上涨为主，与同期创业板综指偏离

度较大。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谨慎投资。 

（1）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波动的风险 

若未来国外疫情持续恶化且无法有效控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

或国家产业和货币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以及国际贸易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等不利因素时，可能导致公司无法拓展新的客户和市场、持续提升公司服务能力，

进而可能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2）电商行业涌现新业态从而引发市场热点切换可能造成股价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国内外知名快消品品牌提供全网各渠道电子商务服务。

目前，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品牌线上服务和线上分销。其中，品牌线上服务

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又可以细分为品牌线上管理服务和品牌线上营销服务。这



三种经营模式的概述如下： 

1）品牌线上营销服务：主要面向终端消费者，通过赚取进销差价获得利润； 

2）品牌线上管理服务：和品牌线上营销服务类似，但是不承担采购成本，

根据店铺成交金额固定比例或固定金额收取品牌方管理服务费； 

3）线上分销：向其他电商平台、或电商平台上中小卖家进行分销业务。 

公司的日常及基本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电商行业具备创新快、变化快的特点，未来，电商行业存在涌现新业态的可

能性，届时如出现新的市场热点，公司的市场关注度或将下降，因此存在电商行

业涌现新业态从而引发市场热点切换进而可能导致的股价波动风险。 

（3）公司股票大幅上涨后可能产生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9月 27日上市以来以上涨为主，股价涨幅明显超过创业

板综合指数，市盈率也高于同行业。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股价连续上涨

后可能存在的波动风险。 

（4）其他有关公司风险因素 

其他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9月 16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要盲

目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4. 请你公司在函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础上，核实说明目前及未来

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或

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如存在，请说明相关事项的信息保密工作情况及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漏情形，

并核实已披露的公告是否存在需要补充公告的情形。 

公司回复：经公司函询，控股股东杭州网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林振宇先生均表示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或其他

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5. 请核实你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回复投资者

咨询等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公司回复：经核查，公司近期仅参加了两次线上投资者交流活动，分别是

2020年 5月 8日的“公司 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2020年 5月 15日的“浙

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两次交流活动的相关问题及答复，

公司也及时通过深交所创业板公司业务专区上传，并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除上

述 2次交流活动外，公司并未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等情形。 

公司在上述两次回复投资者咨询的过程中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指引的要

求进行答复，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