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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5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2021-007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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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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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2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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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宝 股票代码 0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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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悦龙 陈琼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187 号易盛大厦
12F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187 号易盛大厦
12F 

电话 0571-88228198 0571-88228222 

电子信箱 zqb@netsun.com zqb@nets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专业搜索引擎和企业应用软件开发的高新企业，目

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行业电子商务运营商和领先的综合B2B运营商。 

在行业电子商务运营方面，公司拥有并经营中国化工网、全球化工网、中国纺织网、医药网等行业类

专业网站。主要业务包括化工行业、纺织行业的商务资讯服务、网站建设和维护服务以及广告服务。 

同时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垂直闭合的B2B一体电商交易平台，结合产业链流通场景、抓住产业数字化

发展趋势，通过多年的战略转型升级，建立了产业链各个节点项下的产能、价格、供应商等产业大数据，

并为产业链各个节点项下的供应商提供交易、金融、物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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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产业大数据，围绕交易、金融、物流打造了三大基础设施与两个中心解决方案：  

一、三大基础设施  

（1）、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  

  （2）、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  

（3）、物流网络基础设施  

二、两个中心  

（1）、产业数字化服务中心  

依托网盛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与物流网络基础设施为某一区域内企业实现产业

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包括： 

为区域内企业提供超级旺铺，实现企业销售数字化。为区域内核心企业提供上下游供应链金融。为区

域内产业集群提供产业链服务平台解决方案。为区域内批发市场提供在线市场解决方案。为区域内担保公

司提供地方供应链金融中心解决方案等。 

（2）、地方供应链金融中心 

为地方担保公司打造的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为地方各类核心企业、地方产业集群与地

方中小微企业提供各类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与产业链金融解决方案，提供的服务包括： 交易场景设计、

风控模式设计、云SAAS技术平台等。 

 

2、行业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6-2020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从51556亿元增长到117601亿元，同比增幅保

持在10%以上。2020年，在全年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9%的背景下，网上零售仍能保持10.9%的同

比增速，反映出国内电商市场发展强劲。 

 

3、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B2B运营商，以化工、纺织等专业网站起家，逐步发展成为集信息流、物流、资

金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商，并已基本打造了全球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综合服务生态圈”，形成了全行业、

全产业链上下游的“闭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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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77,171,286.25 357,124,795.29 5.61% 419,647,15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88,899.54 34,998,326.81 5.69% 34,846,50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38,738.92 34,220,949.66 4.14% 34,721,16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19,584.66 94,850,116.85 -235.92% -36,983,359.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9% 4.04% 0.05% 4.1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635,342,463.76 1,595,345,884.39 2.51% 1,497,073,42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1,446,603.27 886,947,496.87 2.76% 850,277,771.09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065,079.88 94,020,334.19 88,521,493.38 139,564,37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58,560.87 6,972,281.37 6,032,818.59 17,625,23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70,891.93 6,741,200.05 5,345,191.04 17,181,45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42,132.64 51,539,973.08 -64,553,710.40 -70,263,7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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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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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网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77% 115,662,511    

杭州涉其网络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7% 12,821,831    

#彭兵 境内自然人 0.44% 1,101,749    

傅智勇 境内自然人 0.36% 899,556 674,667   

王方南 境内自然人 0.35% 876,500    

孙国明 境内自然人 0.20% 493,539    

薛继君 境内自然人 0.19% 468,200    

#吕丽蓉 境内自然人 0.18% 454,500    

兰军成 境内自然人 0.15% 376,991    

#李建成 境内自然人 0.14% 35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浙江网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实际控制人孙德良的控制，孙国明与实际控制人孙

德良之间系父子关系。2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一彭兵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67,43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4,319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01,749 股；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

股东之一吕丽蓉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4,500 股，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4,500 股；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一李建成通过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7,7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8,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355,700 股；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一陈磊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4,5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44,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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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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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专业搜索引擎和企业应用软件开发的高新企业，目

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行业电子商务运营商和领先的综合B2B运营商。 

在行业电子商务运营方面，公司拥有并经营中国化工网、全球化工网、中国纺织网、医药网等行业类

专业网站。主要业务包括化工行业、纺织行业的商务资讯服务、网站建设和维护服务以及广告服务。 

同时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垂直闭合的B2B一体电商交易平台，结合产业链流通场景、抓住产业数字化

发展趋势，通过多年的战略转型升级，建立了产业链各个节点项下的产能、价格、供应商等产业大数据，

并为产业链各个节点项下的供应商提供交易、金融、物流等服务。 

公司依托产业大数据，围绕交易、金融、物流打造了三大基础设施与两个中心解决方案：  

一、三大基础设施  

（1）、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  

  （2）、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  

（3）、物流网络基础设施  

二、两个中心  

（1）、产业数字化服务中心  

依托网盛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与物流网络基础设施为某一区域内企业实现产业

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包括： 

为区域内企业提供超级旺铺，实现企业销售数字化。为区域内核心企业提供上下游供应链金融。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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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产业集群提供产业链服务平台解决方案。为区域内批发市场提供在线市场解决方案。为区域内担保公

司提供地方供应链金融中心解决方案等。 

（2）、地方供应链金融中心 

为地方担保公司打造的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为地方各类核心企业、地方产业集群与地

方中小微企业提供各类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与产业链金融解决方案，提供的服务包括： 交易场景设计、

风控模式设计、云SAAS技术平台等。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85,899,294.03元，较2019年度上升4.13%，主要原因系本期化工贸易

业务收入增加所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6,988,899.54元，较2019年度增长了5.69%，主

要原因系基于以前年度的投入和发展，本期信息平台业务基础上B2B交易平台和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建设业

务开始成型，相应管理和销售人员及相关费用减少，使得本公司净利润同比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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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基础服务 38,275,313.47 1,941,941.48 94.93% -44.25% -57.90% 1.65% 

网络信息推广服

务 
46,427,864.41 2,418,326.56 94.79% 25.28% 2.56% 1.15% 

化工贸易 278,746,809.22 270,190,917.31 3.07% 26.01% 24.2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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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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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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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

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

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将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

未结算、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

将已结算未完工、与合同相关的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无影响 无影响 

存货 无影响 无影响 

合同资产 无影响 无影响 

预收款项 预 收 款 项 ： 减 少

28,998,820.94元；合

同 负 债 ： 增 加

115,089,256.62 元；

其他流动负债：减少

86,090,435.68元。 

预 收 款 项 ： 减 少

11,118,157.30元；合

同 负 债 ： 增 加

91,708,325.06元；其

他流动负债：减少

80,590,167.76元。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

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无影响 无影响 

应收账款 无影响 无影响 

合同负债 105,133,470.74 62,481,979.69 

预收款项 -47,629,018.58 -7,967,048.77 

其他流动负债 -57,504,452.16 -54,514,9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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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7月27日成立孙公司合肥生意宝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2）2020年12月2日成立孙公司浙江盛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2020年5月26日成立子公司天津网盛智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2020年12月31日成立孙公司上海贸金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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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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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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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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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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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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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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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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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