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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生意宝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09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悦龙

陈琼

电话

0571-88228198

0571-88228222

传真

0571-88228198

0571-88228198

电子信箱

zqb@netsun.com

zqb@netsu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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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2013 年

159,688,913.81

199,105,619.26

-19.80%

160,302,24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370,416.44

32,955,693.97

1.26%

36,211,25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121,936.22

32,327,470.04

2.46%

34,785,63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542,952.35

52,117,443.89

-45.23%

63,009,746.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6

0.00%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6

0.00%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7%

6.91%

0.06%

7.88%

营业收入（元）

2014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589,260,590.22

593,570,983.21

-0.73%

565,746,86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6,689,232.48

486,556,726.30

0.03%

469,818,621.36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8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57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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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杭州中达信息 境内非国有法
技术有限公司 人

48.75%

102,667,500

杭州涉其网络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7.09%

14,922,000

0

孙国明

境内自然人

4.83%

10,172,393

0

李雪虹

境内自然人

1.75%

3,687,249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民营 其他
活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35%

2,832,671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消费 其他
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0.68%

1,435,532

0

蔡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2%

884,776

0

傅智勇

境内自然人

0.41%

869,630

869,630

何耀宗

境内自然人

0.36%

756,197

0

沈培英

境内自然人

0.29%

613,860

0

0 质押

数量
23,400,000

1.上述股东中，杭州中达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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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的说明
金均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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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一李雪虹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687249 股；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一蔡国华通过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69276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15500 股，实际合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持有 884776 股；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一何耀宗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明（如有）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5954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60243 股，实际合计持有 756197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一何岸林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604241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4242 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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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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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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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度，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仍然保持主营业务相对稳定。实现营业收入15968.89万元，较2013年度下降
19.80%，主要原因是公司化工贸易服务收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公司实现净利润3337.04万元，较2013年度增加1.26%，主要
系公司利息收入较同期增加。
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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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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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设立以来，主
要业务不曾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在继续保持专业网站经营优势的同时，创建的“生意宝”(www.toocle.cn )网站。开创了“小门户+联盟”的电子商务新
模式，从事综合电子商务运营。
公司旗下数据服务商——生意社，对包含能源、化工、塑料、有色、钢铁、纺织、建材、农副八大行业在内的近500余
个大宗商品进行长期的现货行情追踪分析。并发布了宏观指数、各行业指数、商品指数等。这些价格数据和指数已被产业链
用户和金融机构，财经媒体等广泛的使用，并认可。
公司旗下的互联网融资服务平台——网盛融资协同银行、第三方担保公司在浙江省内陆续推出几款针对中小企业的在线
融资产品，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对公司后续在线交易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各项开发、建设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支付牌照的申请已经被人民银行受理。
公司还为中小化工企业出口欧盟提供纵深的化工贸易服务和线下展会服务。
同时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垂直闭合的B2B一体电商交易平台，从信息服务延展到交易撮合、支付、融资、物流等方
面。
二、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推动了以下工作：
公司子公司浙江网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2014年3月正式开展针对公司电商会员的融资性担保业务，并对公司的电商业
务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于年底开展了针对在线交易的融资产品设计。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于2014年3月正式受理了公司子公司浙江生意通科技有限公司的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许可申
请。浙江生意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争取早日获得支付业务许可。
公司的b2b在线交易平台在2014年完成了平台搭建，系统完善，技术测试等工作。在2015年初开始进行内部测试运行工
作。
三、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公司电子商务行业品牌、资源优势显著。公司被杭州市电子商务协会评为2014年度杭州电子商务领军企业，“生意宝”
电子商务服务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续评为“浙江名牌产品”，“网盛”是浙江省著名商标。公司旗下行业网站如“中国化工
网”、“中国纺织网”、“中国医药网”等多次荣获“百强网站”称号，行业地位显著。同时，网盛生意宝作为上市企业，享有较
好的社会声誉及影响力。
（二）公司拥有丰富的电子商务信息处理经验。从1997年至今，网盛生意宝一直从事B2B电子商务服务。目前公司直接运营
上百家行业网站、为近万家企业客户代理运营企业独立网站、为超过千万家中小企业提供电子商务服务支持，累积了海量忠
实客户资源。
（三）数据优势。公司旗下“生意社”(100ppi.com)已建设成为覆盖能源、化工、纺织、有色、钢铁、橡塑、建材、农副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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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领域数百个大宗商品的权威数据库群，成为跟踪、分析和研究大宗商品的权威机构。生意社将为公司电商及金融服务的展
开提供重要支持。同时，在数据业务拓展上，生意社已与期货、证券、银行等诸多行业机构展开了初步合作探索。
（四）金融服务基础支持完善。公司旗下子公司在2013年获得融资担保牌照，并基本完成了非金融机构支付牌照申报工作，
为公司金融领域服务打下扎实的基础。目前，公司旗下的互联网融资服务平台——网盛融资协同银行、第三方担保公司在浙
江省内陆续推出几款针对中小企业的在线融资产品，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对公司后续在线交易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四、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格局分析
第三方研究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各B2B平台近年推出在线交易服务以来，支付、担保、认证、供应商贷款等
一系列服务正在不断推进中，然而由于B2B在线交易的单笔交易额相对较大、支付安全有待提升、用户在线交易习惯仍需继
续培育等原因，交易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企业用户在线交易习惯也有待深入培养。
管理层认为，这并不改变未来B2B电子商务运营商将在在线交易、供应链金融以及质检、物流等配套服务方面继续深化发展
的趋势。
企业在线交易的深入与商家信用的积累，为B2B供应链金融带来发展新契机。各B2B运营商在2014年针对中小企业积极推出
多项新业务以推动B2B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元化的需求。
部分B2B交易平台提供的在线检验监测、物流拓展、质保服务等配套服务也从货源、配送、售后等方面对B2B在线交易提供
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未来潜力较大，B2B在线交易也将向更安全与完善的服务方向发展。
（二）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与计划
2014年业界环境的变化愈加坚定了公司“电商为基础、金融做突破、数据创未来”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于2014年联合银行推出的针对旗下中小会员企业的融资产品总体取得较好的成果，得到市场的肯定。2015年公司在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将加大与银行在在线融资产品的开拓，为公司交易战略的发展助航。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生意通科技有限公
司于2014年3月正式接到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业务受理通知，将继续加强与主管机构的沟通，争取尽早获得非金融机构
支付业务许可。同时，公司在浙江生意通科技有限公司获取支付业务许可前，将积极谋求包括银行支付渠道在内的其他替代
方式来实现交易平台的支付方式的过渡。
公司数据战略载体生意社平台在2014年进一步提升平台及产品功能的同时积极展开生意社业务运营工作，成功组织了“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高峰论坛”、“大宗商品年会”及各种产业链活动。此外，生意社积极对接公司交易战略，从产业链大数据、行
情资讯大数据、交易商培训与拓展等多个层面，有效推动了公司交易战略的发展。2015年，数据战略在对公司另外两战略提
供更大支撑的同事，还将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加快市场拓展，期以早日实现业务营收规模化。
公司电子商务2.0服务版本保持着较好的市场竞争力，依然是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2015年公司将积极为在线交易蓄势，
力争在b2b在线交易方面有所突破。
（三）风险因素分析
（1）商业环境风险
公司于2014年推出的金融服务与市场大环境密切相关，若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进一步升高，将对金融服务及传统电商服务产生
不良影响。公司拟加强与传统市场、区域产业集群合作，重点加大优质客户营销。
（2）商业模式风险
公司在拟推出的金融服务以及交易服务前虽然已进行充分市场调研，但仍需经历一定的市场培育与检验，面临在短期内无法
产生规模收益的可能性。
（3）市场竞争风险
本报告周期内，占据国内B2B电子商务营收前8位的企业市场份额未发生明显变动，同业间从市场开拓竞争转为服务创新竞
争，公司将在稳定基础业务的同时，加大对创新业务的推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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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
本公司已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的下列新的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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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本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无重大追溯调整事项。
2、 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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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2家，原因系公司投资新设浙江网盛化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网盛运泽物流网络有限公司。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浙江网盛化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1,293.06

1,293.06

上海网盛运泽物流网络有限公司

10,058,625.32

58,6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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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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