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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ST欧浦             公告编号：2020-040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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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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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欧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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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国宇 张生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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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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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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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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亩，公司拥有和

管控的仓储能力巅峰时期最高达到270万吨，年加工能力巅峰时期最高达到340万吨，曾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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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债务危机影响，欧浦商城业务基本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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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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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度，欧浦小贷基本暂停对外发放新增贷款，并通过各种手段尽快收回贷款，偿还对外融资，

降低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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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83,856,539.84 4,888,577,746.03 -96.24% 6,921,865,32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67,015.21 -4,179,404,492.07 101.34% 210,078,59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173,516.18 -2,091,571,905.03 95.69% 214,290,90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75,195.77 44,984,131.08 -64.26% -87,231,91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3.96 101.26%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3.96 101.26%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952.58% -952.58% 13.1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2017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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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资产总额 670,511,017.65 842,300,277.10 -20.40% 3,609,102,14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2,385,498.25 -2,528,452,513.46 2.22% 1,650,954,6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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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86,162.53 46,946,464.78 36,375,207.16 45,448,70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827,722.70 -54,989,658.34 -13,250,781.46 146,135,17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28,073.32 -55,075,330.91 -13,540,214.67 470,10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384,562.67 419,460.69 -28,942,419.20 34,213,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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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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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4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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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3% 500,855,934 0 

质押 500,850,242 

冻结 500,855,934 

楼肖斌 
境内自然

人 
2.07% 21,880,000 0   

关竹月 
境内自然

人 
1.50% 15,850,080 0   

国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 14,280,000 0   

创金合信基

金－南京银

行－诺安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1.27% 13,396,275 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3% 12,961,019 0   

云南惠泉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0% 12,701,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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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惠潮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7% 8,138,302 0   

曾慧宇 
境内自然

人 
0.67% 7,078,783 0   

费良坤 
境内自然

人 
0.47%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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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陈礼豪先生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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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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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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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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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间，为恢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解决公司债务、加强公司内控管理等目标，公司

管理层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努力恢复生产经营：报告期间受公司土地房产被查封、债务逾期、银行账户被冻结、

诉讼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信用受到影响，公司的经营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报告期内，

母公司部分业务出现停滞现象。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合理增加资产收益，与加工业务相配套

的仓储业务业已转为仓租业务。同时，目前公司子公司烨辉钢铁的日常生产经营仍在正常进

行，客户关系无重大影响，但受母公司诉讼及债务影响，烨辉钢铁受银行融资渠道及融资额

度持续压缩影响，加之2019年整体钢贸经济环境下行，导致经营受到一定影响，持续出现下

滑；公司子公司欧浦小贷针对自身的经营情况，采取了有效的风控措施，2019年度基本暂停

对外发放新增贷款，并通过各种手段尽快收回贷款，偿还对外融资，降低经营风险。 

2、积极解决债务问题，推进债务重整事项：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银行借款大部分逾

期，且公司目前还存在多宗重大未决诉讼，公司面临重大债务风险。报告期内，一方面，公

司积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债权人谅解，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在一定程度

上减免公司债务。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债务重整的成功案例，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不排除后期将启动债务重整，通过司法手段化解债务负担，轻装上阵。但鉴于债务

重整程序的复杂化，董事会提醒各位投资者公司是否能够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3、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公司规范运作：2019年2月新的管理团队进驻公司后，对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进一步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财务管理及印章使用

管理，进一步规范用印审批、使用、登记及归档流程，规范对外担保行为，规范资金收支审

批流程，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公司完善后的各项管理制度均正常运作，实

现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重大事项的规范控制和管理。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内控管理，

加强公司规范运作。 

4、全面梳理公司存在诉讼情况：报告期间，公司成立以董事长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认真清

查和解决公司所涉及到的诉讼事项，公司对已掌握到的诉讼资料进行梳理，并及时对外披露。

同时，公司聘请了专业律师积极应对公司所涉及到的诉讼，仲裁等，并陆续取得了数单有利

于公司的判决，维护了公司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所引发的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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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消除影响公司发展的隐患，杜绝类似事项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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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物流 102,852,469.47 9,276,038.70  9.02% -89.85% -96.02% -13.97% 

钢铁贸易 54,914,932.58 646,568.17  1.18% -98.55% 100.58%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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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 年度审计报告》和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9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18、2019 年度财务报告连续

两年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均为无法表示意见，且经审计 2018、2019 年期末的净资产连续

两年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 14.1.4 条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

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1、努力恢复生产经营：报告期间受公司土地房产被查封、债务逾期、银行账户被冻结、

诉讼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信用受到影响，公司的经营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母公司部分

业务出现停滞现象。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合理增加资产收益，公司分批处置了部分闲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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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笼了部分资金。同时，与加工业务相配套的仓储业务业已转为仓租业务，公司将继续维护

好新老客户关系，尽可能消除本次危机对经营的影响。公司子公司烨辉的日常生产经营仍在

正常进行，客户关系也无重大影响，其将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内外部条件，按照既

定目标完成生产经营计划。公司子公司欧浦小贷针对自身的经营情况，继续采取了有效的风

控措施，降低经营风险。 

2、积极解决债务问题，推进债务重整事项：鉴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银行借款大部分逾

期，且公司目前还存在多宗重大未决诉讼，公司面临重大债务风险。报告期内，一方面，公

司继续积极与债权人进行了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债权人谅解，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在一

定程度上减免公司债务。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债务重整的成功案例，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不排除后期将启动债务重整，通过司法手段化解债务负担，轻装上阵。 

3、积极应对公司诉讼：报告期间，公司成立以董事长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认真清查和解决

公司所涉及到的诉讼事项，公司对已掌握到的诉讼资料进行梳理，并及时对外披露。同时，

公司聘请了专业律师积极应对公司所涉及到的诉讼，仲裁等，并陆续取得了数单有利于公司

的判决，维护了公司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所引发的诉讼、仲裁，公司以

积极的态度面对，消除影响公司发展的隐患，杜绝类似事项的发生。针对公司相关未决诉讼，

公司将继续在律师的支持下积极与案件的相关当事方、管辖法院等进行充分沟通，争取推动

相关诉讼事项尽快结案，消除各种潜在影响。 

4、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公司规范运作： 2019 年 2 月新的管理团队进驻公司后，对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梳理了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落实授权、审批和执行的

职责分离机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财务管理及印章使用

管理，进一步规范用印审批、使用、登记及归档流程，规范对外担保行为，规范资金收支审

批流程，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 

5、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公司将积极与中基

投资、法院、中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重整方等多方沟通，力争中基破产重整与上市公司

债务处置能有机结合起来，尽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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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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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

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已批准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并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

定编制 2019 年 1 月 1日以后的财

务报表。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

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

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租赁应收款。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2018年12月31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1月1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658,829.4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658,829.40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16,072,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6,072,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成本计量 38,412,987.80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38,412,987.80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融工具准则账

面价值的调节表： 

项目 2018 年12月31日（原金

融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

量 

2019 年1月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应收票据： 3,658,829.40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3,658,8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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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3,658,829.40 

其他流动资产 16,072,000.00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16,072,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072,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8,412,987.8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8,412,987.8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8,412,987.80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

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原金融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应收账款 745,421,014.68   745,421,014.68 

短期贷款 402,654,278.02   402,654,278.02 

其他应收款 134,752,312.93   134,752,312.93 

（2）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9年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 

已批准 公司按照要求修改财务报表的列报，并

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

调整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9,799,572.87 应收票据 3,658,829.40 

应收账款 46,140,743.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2,668,776.52 应付票据 50,757,050.69 

应付账款 1,911,7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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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1,250 至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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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182.7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疫情的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受到一定冲击，

目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公司已安排员工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降低疫情的不利影响。 

2、公司存在债务逾期，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等相关费用等造成财务费

用大幅上升影响经营业绩。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彭国宇 

2020 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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