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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6-032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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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30,022,000 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9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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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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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欧浦钢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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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7-28977053

电话 0757-28977053

电子信箱 opzqb@opsteel.net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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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金融等行业。

1、钢铁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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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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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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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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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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塑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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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乐从塑料电商的发展，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装备塑料交割仓，引入资金方，正

在筹建塑料电商平台，为指定交割仓内和电商平台上的交易提供金融服务以及包含信息、

物流和交易在内的电商综合服务。合作方和金塑料为塑料化工产品贸易商，将引入中石油、

中石化、神华的交割仓为电商平台的指定交割仓，通过电商平台进行交易。

5、冷链业务

为促进大宗商品电商交易发展，同时促进湛江市冷链电商和对虾产业的发展，公司正

在开发冷链业务板块，同时搭建冷链电商平台，为电商平台上的交易提供金融服务以及包

含信息、物流和交易在内的电商综合服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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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768,478,866.99 1,774,439,598.49 1,810,091,222.32 -2.30% 616,606,499.83 654,904,533.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62,439,937.45 126,389,096.91 139,227,035.18 16.67% 117,080,830.67 133,704,087.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55,619,242.73 106,848,065.81 106,848,065.81 45.65% 107,981,477.39 107,981,477.3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304,051,306.09 28,651,497.05 21,017,417.74 1346.66% 108,932,113.61 53,451,399.3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86 0.43 13.95% 0.99 1.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86 0.43 13.95% 0.99 1.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50% 10.93% 9.94% 1.56% 20.79% 16.7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803,677,140.83 1,774,504,890.07 2,178,701,778.13 28.69% 1,018,594,650.38 1,424,619,943.70

归属于上市公 1,333,409,733.30 1,243,933,675.36 1,497,969,985.31 -10.99% 621,717,963.01 862,916,3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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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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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681,058.89 431,375,021.78 412,967,692.12 590,455,09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82,087.24 38,808,024.04 27,164,397.13 65,985,42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041,061.47 37,862,593.79 26,971,056.21 62,744,53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558,179.60 191,405,566.97 1,621,503.80 10,466,0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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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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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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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1 172,950,542 172,950,542 质押 172,004,160

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6 18,344,016 18,344,016 质押 15,614,671

佛山市英联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15,787,218 15,787,218 质押 15,787,217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6,006,000 0 质押 3,606,000

田伟炽 境内自然人 1.53 5,042,660 5,037,910 质押 5,037,780

陈燕枝 境内自然人 1.12 3,706,129 3,706,129 质押 3,706,120

周怀坤 境内自然人 0.89 2,948,090 0 - 0

广东天贝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天贝合成

长 1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2,696,625 0 - 0

叶玉莲 境内自然人 0.76 2,500,174 0 - 0

靳嘉莉 境内自然人 0.57 1,880,73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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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英联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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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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伟炽是陈礼豪的妻弟；陈燕枝与陈礼豪是姐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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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周怀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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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8,09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4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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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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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礼豪

4.78%

英联投资中基投资

公司

52.41%

38.84% 61.27%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公司紧紧围绕“大宗商品综合物流产业+互联网+金融”三大战略主轴为指

引，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实现技术升级、产品升级、服务升级，效果显著。2015 年，面

对经济下行压力，公司营业收入同比虽微降 2%，但净利润仍保持了 10%以上的增长率。

2015 年，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以产品和用户为中心，稳步提升智能物流服务。

打造物联网智能仓库。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攻克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难点，

完成了仓储云调度系统、自助办单服务终端等重点项目的研发，完善了物联网智能仓库系

统，实现仓库信息实时传输、智能化管理和精准的数据统计分析。同时，公司稳步提升智

能仓库覆盖率，提高仓库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管理水平，往“数字仓库”发展。

强化精细化加工体系。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广加工作业系统的使用，全面实施“手

持作业系统”，并对微信自助平台进行了升级改版。狠抓加工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进一



2015年度报告摘要

第 6 页 共 8 页

步提高加工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巩固竞争优势。

横向整合并购烨辉钢铁。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整合行业资源，收购新余市新启贸易有

限公司持有的烨辉钢铁 60%股权，以收购形式迅速扩大线下物流基地，迈出了外延式扩张

的坚实步伐。公司与烨辉钢铁的强强联手，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实体仓储规模，提升了公司

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强化精细化加工体系，拓展市场空间，为更多线下客户提供电子商

务、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务，巩固了公司在钢铁服务行业的竞争优势。

2、加快推进多元化的“天网”，布局新业务成长空间。

2015 年，公司加快对电商平台的探索和打造。在“欧浦商城”及“钢材超市”的基

础上升级电商平台，着力培育服务中小型终端客户的“钢材物料采购平台”，并已于 2016

年 3 月正式推出；通过资源整合，将“欧浦家具网”升级成为“欧浦家居网”，并丰富了

“欧浦家居网”产品线，携手康宝共建 020 大家居生态圈，加大对“欧浦家居网”的线上

加盟推广，引入市场品牌商，极大的提升了平台的竞争力；在塑料、冷链产业，积极培育

新的电商平台，通过打造综合性的电商平台，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天网”注入新

动力。

3、加快供应链金融建设，为“金网”布局注入新血液。

公司可为客户提供金融质押监管、“网上贷”、保理业务等供应链金融服务。为支持欧

浦小贷互联网特色创新，促进公司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公司对欧浦小贷增资人民币 1亿元，

扩大欧浦小贷的放贷规模，进一步实施“物流+平台+金融”的战略。同时，公司与平安银

行、民生电商等建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展开战略合

作，以巩固和扩大双方在各自领域中的优势。平安银行将根据公司的需求，在一切可能的

领域为公司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民生电商将与公司共同成立全在线供应链融资平台。

公司通过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了更多、更优的金融支持，满足客户的融资

需求，提升客户粘性，促进产业链发展，增强了公司在产业链金融服务领域核心竞争力。

4、整合行业资源，加强对外合作，推动新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本着有效利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收购欧浦小贷 100%股权，并以欧浦小贷为平台为钢铁物流行业上游供应

商和下游客户配套提供针对性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与烨辉钢铁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强化

精细化加工体系；与和金塑料战略合作，投资设立欧浦塑料，共同服务于乐从塑料交易市

场，公司电商平台业务全面覆盖乐从三大支柱产业；与银信物流战略合作，投资设立欧浦

冷链，促进湛江市水产市场繁荣，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5、推出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夯实公司治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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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面向不超过 280 名员工推出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该计划通过二级市

场购买、公司回购后赠与等方式取得公司股份并持有，资金规模约 7,500 万元。员工持股

计划的推出有利于公司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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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产品

仓储业务 125,296,760.89 31,608,379.59 74.77% -0.99% 4.72% -1.38%

加工业务 114,495,020.55 35,899,471.51 68.65% 4.64% 13.80% -2.52%

综合物流业务 331,037,829.28 294,203,912.94 11.13% -11.54% -13.39% 1.90%

欧浦商城业务 1,048,801,731.91 1,024,271,486.47 2.34% -9.76% -12.68% 2.34%

金融业务 61,844,099.58 17,360,631.15 71.93% 72.87% 24.87%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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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发生同一控制合并事项，被合并单位为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该合并事项对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层稳定性无影响。被合并单位自本期初至报告期末为

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为 2,948.04 万元，占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 17.36%；

本报告期发生非同一控制合并事项，被合并单位为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该合并事

项对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层稳定性无影响。被合并单位自合并日至报告期末为上市公司

贡献的净利润为 2,048.30 万元，占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 12.06%。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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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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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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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4户，没有减少。

公司本期投资设立广东欧浦智网塑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通过购买取得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00%股权；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60%股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 至 80%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572 至 5,486

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0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得益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说明：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追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

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81 万元。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礼豪

2016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