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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5                            证券简称：值得买                           公告编号：2022-054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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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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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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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买  股票代码 30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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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伟亮 高晗 

电话 010-56640901 010-56640901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二期 11号楼 39 层证券部 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二期 11号楼 39 层证券部 

电子信箱 ir@zhidemai.com ir@zhidem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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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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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6,475,239.95 631,861,911.92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198,956.64 84,816,673.59 -7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48,262.64 77,413,205.65 -8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966,044.28 14,535,797.61 -73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64 -76.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64 -7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4.99%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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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3,805,243.14 2,231,802,952.24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4,666,622.26 1,781,096,249.75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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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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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隋国栋 境内自然人 38.95% 51,814,151 51,814,151 质押 15,498,600 

刘峰 境内自然人 11.21% 14,912,934 14,912,934 质押 7,164,450 

刘超 境内自然人 7.17% 9,532,442 9,532,442 质押 3,510,000 

北京国脉创新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4% 8,967,489 8,967,489 质押 4,483,800 

共青城尚麒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9% 3,575,745 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产品 2 
其他 1.31% 1,747,599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

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807,748 0   

江唯娜 境内自然人 0.59% 784,766 0   

侯恒斌 境内自然人 0.50% 666,750 0   

程文 境内自然人 0.47% 6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隋国栋为国脉创新的普通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刘峰与

刘超为国脉创新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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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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业务经营情况 

2022 年上半年，由于国内疫情多地散发的态势，给消费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0,432 亿元，同比下降 0.7%，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6.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坚定

不移地继续推进公司战略的转型升级，在坚持以消费内容为核心的基础上，深入布局消费内容、营销服务、消费数据三

大核心业务板块，推动公司成为以消费产业和内容行业为根基，面向用户和客户提供多种产品与服务的多元化公司。 

报告期内，由于全球多地疫情的反复，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647.52 万元，同比下降 4.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19.90 万元，同比下降 76.19%；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64.83 万元，同比下降 86.24%。 

分收入类型情况来看，信息推广收入为 30,478.17 万元，同比下降 1.88%，占比为 50.25%；互联网效果营销平台收

入为 19,269.82 万元，同比增长为 12.62%，占比为 31.77%；运营服务费用收入为 5,984.17 万元，占比为 9.87%；商品

销售收入为 1,951.44 万元，占比为 3.22%；品牌营销收入为 2,906.08 万元，占比为 4.79%。 

分事业部收入情况来看，“什么值得买”产生收入为 44,522.92 万元，同比增长 0.73%，占比为 73.41%；新业务产

生收入为 16,124.60 万元，同比下降 15.07%，占比为 26.59%。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围绕消费内容、营销服务和消费数据三大方向，持续推进各项业务的稳

健发展。整体来看，上半年公司核心的经营重点分为四大方面：①推进“什么值得买”的发展与变革，继续强化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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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②围绕服务用户消费决策的场景需求，推动内容形式的创新与迭代；③提升营销与数据服务能力，助力更多品牌

与电商；④通过海南消博会，放大在消费行业的品牌影响力。 

（二）其他事项 

1、2021 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实施了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7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以公告披露日的公司总股

本 88,744,250 股计算，合计派发现金 62,120,975 元，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44,372,125 股。并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2、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预留授予的 28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31,725 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22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首次授予的 64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273,598 股。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法定代表人：隋国栋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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