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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7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博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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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远 江淑莹 

电话 0574-28827003 0574-28827003 

传真 0574-28827006 0574-28827006 

电子信箱 stock@guangbo.net stock@guangbo.net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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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6,115,364.00 401,770,858.91 3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816,435.52 5,672,144.01 33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944,334.22 929,009.71 1,40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041,675.33 -53,032,800.09 2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0.76%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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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5,541,149.77 1,170,109,857.50 7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1,901,752.76 739,568,391.89 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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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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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利平 境内自然人 21.80% 66,508,179 56,790,086 质押 42,772,370 

任杭中 境内自然人 14.75% 44,994,840 44,994,840   

广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1% 21,397,659  质押 21,397,659 

王君平 境内自然人 6.04% 18,426,548 13,819,911 质押 13,400,000 

宁波兆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2% 15,613,368    

宁波广联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4% 14,753,349    

雅戈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5% 10,830,000    

杨燕 境内自然人 2.10% 6,398,348 6,398,348   

杨广水 境内自然人 2.10% 6,398,348 6,398,348   

宁波融合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 5,159,958 5,159,9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王利平先生通过直接持股及其配偶钟燕琼女士控制

的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9.38%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为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利平先生间接控制的公司。王利平先生与王

君平先生虽系兄弟关系，但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波兆泰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广联投资

有限公司系公司职工出资设立的公司。其余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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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兆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5,613,3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宁波广

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4,753,3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4%，两家公司持有

本公司的全部股份已转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用于开展融资融券业

务，详见公告 2013-018 和 201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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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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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年初确定的经营方针，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扎实推进内部管理机制改革，积极发展互联网

经济，使互联网产业与传统实业融合互促发展，公司发展内生动力十足，各项工作实现了稳健发展。 

 

（一）大力度开展并购重组工作 

    积极寻找并购标的，推进公司战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谋求轻资产化发展战略，尝试通过并购等方式探索外延式

发展道路，寻求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抓住新经济发展机遇，促进公司业绩稳健提升。报告期内，正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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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并购灵云传媒的资产交割，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等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产业布局，深化了业务结构调整和转型，增强

了自身发展驱动力。未来公司仍将继续寻求并购互联网等相关新兴行业公司的机会，促进公司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整合，实现

公司持续发展。 

    （二）多元化营销力促市场发展 

    大力发展电商业务，完善产品销售渠道搭建。公司电商业务定位于以“集团化采购、个性化服务、精准化营销”为核心，

通过发展以京东为代表的合作B2C平台、以天猫为代表的自营B2C平台、及以淘宝为代表的代理C2C平台，积极推进电商销售

业务发展，积极推进与一号店、苏宁易购、飞牛网等电商平台合作进展，通过不断完善线上销售渠道搭建，实现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销售模式升级。 

布局跨境电商业务，环球淘平台上线。 跨境贸易正日渐由小众向大众化发展，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公司于报告期内发起

成立了全球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全面启动公司进口跨境电商的业务。该公司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球商品一手货源综合供应商，

为国内从事跨境及各类电商企业提供一手海外正品货源，为客户实现足不出户就可以便捷地组织到海外优质正品货源。公司

将通过海外直发、国内保税仓调发、及替B2C卖家一件代发等模式，为众多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供应商解决方案，实现公司跨

境电商业务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公司已积累部分国际知名品牌货源和客户资源，商品涵盖母婴用品、休闲食品、营

养保健品及生活用品等。下阶段将着重推进M2C交易平台的发展，拟通过招各品牌供应商及B2C卖家入驻，借助灵云传媒在

互联网界的相关资源优势，为各电商卖家提供市场推广增值服务，吸引更多电商卖家入驻，为电商卖家、终端消费者与海外

品牌供应商之间建立直接交易的一站式撮合平台。 

 

组建专业团队，锁定高净值客户。公司已正式组建内销市场大客户服务团队，专职从事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南航等大

客户业务开拓及接洽工作，锁定高净值客户，未来公司将会在大客户拓展、大单采购方面持续推进，增厚公司长期业绩。 
 

（三）综合管理取得一定成效 

 

    深入开展后勤节支增效工作。按照年初预算规划，积极开展内部挖潜增效工作，努力减少各项经营费用的支出。同时行

政部门积极组织市长质量奖参评等16个项目申报，先后荣获省设计中心、市电子商务应用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深入开展减

员增效，通过对后勤岗位撤并、车间布局合并调整、加大多能工培养等方式，进一步减少人员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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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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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基本情况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西藏山南灵云传媒有

限公司 

2015年5月7日   803,907,300.00 100.00 现金与发行股份 2015年5月

7日 

控制权发生转移 

 
 (二) 处置子公司 

1.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1) 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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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 

宁波广博赛

灵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7,580,000.00 51% 转让 2015年6月23日 控制权发生转移 

 

 (三)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新设子公司引起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宁波全球淘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设立 2015.04.29 255万元 51% 

宁波文集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设立 2015.06.02 500万元[注] 100% 

[注]：宁波文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本期新设全资子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在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

注册，注册资本500万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实际出资额为0元，截至本财务报表对外报出日实际出资额为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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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