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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7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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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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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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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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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淑莹 王秀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广博工

业园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广博工

业园 

传真 0574-28827006 0574-28827006 

电话 0574-28827003 0574-2882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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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主要包括文教办公用品的制造与销售、互联网广告营销与服务等业务内容。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

公司先后获得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家印刷示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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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教办公用品业务 

     公司文教办公用品业务主要包括时尚办公文具、文创生活以及办公直销三大品类，具体细分品类包括纸品本册、文件管

理、书写工具、办公生活等。公司作为国内文具用品龙头企业之一，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副理事长单位，通过多年的经营，

积累了品牌、研发及渠道等优势，拥有从独立品牌、设计研发、原料采购、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仓储物流到营销网络的

完整经营体系，为办公、学生、时尚生活文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公司已经建立了遍布全球主要文具市场的营销网络，先

后于中国香港、美国、越南等地设立了海外公司，在国内主要城市建有销售网络，通过对战略客户的零距离配合、及时响应

服务、产品研发支持等举措，公司与国内外重要顾客以及供应商如沃尔玛、家乐福、Staples、ACCO Brands 等建立了长期、

稳定、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互联网营销与服务业务 

     公司旗下西藏山南灵云传媒有限公司从事互联网营销与服务业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导航网站广告代理业务、新媒体

广告营销业务等。互联网广告业务系广告主通过广告媒介将产品等信息触达到广告受众，而诸如灵云传媒等广告营销代理主

要系为广告媒体和广告主提供广告相关的专业中介运营服务（如广告策略制定、广告创作、媒介计划、媒体采购、媒介执行

等），其核心价值包括批量采购媒体资源的规模优势、提供专业化投放与监测服务以及隔离操作风险等。报告期内，灵云传

媒依托多年来在行业积累的各项资源，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业界口碑，集中精力做好核心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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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792,053,138.26 1,681,316,130.35 6.59% 1,907,526,69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6,433,965.57 788,022,119.40 2.34% 1,026,734,647.1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843,138,822.46 2,593,237,594.84 9.64% 2,165,233,24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10,589.78 -236,504,629.73 107.78% 12,836,29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0,692.89 -244,968,549.27 100.61% -4,797,091.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63,901.51 7,649,544.96 406.75% 127,198,55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44 106.82%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44 106.82%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26.06% 28.37%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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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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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634,976.40 795,736,796.96 697,983,092.90 711,783,95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69,143.86 6,885,132.32 8,410,378.67 -4,554,06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8,482.61 3,564,808.18 5,039,183.36 -9,051,78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790,212.40 35,752,084.75 -26,444,367.25 114,246,3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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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6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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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利平 境内自然人 23.02% 122,987,603 92,240,702 质押 59,990,267 

任杭中 境内自然人 11.21% 59,906,632    

广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6% 35,558,287  质押 12,000,000 

宁波兆晖泰商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6% 28,104,062  质押 24,000,000 

王君平 境内自然人 5.13% 27,407,786 20,555,839 质押 20,000,000 

宁波广昇联商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 7,204,552    

UBS AG 境外法人 0.65% 3,479,749    

高华－汇丰－

GOLDMAN,SACH
境外法人 0.57% 3,02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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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LLC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迎水安

枕飞天 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2,532,800    

赵水菊 境内自然人 0.41% 2,21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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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中：王利平先生通过直接持股及其配偶钟燕

琼女士控制的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9.68%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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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晖泰商贸有限公司、宁波广昇联商贸有限公司系公司职工出资设立的公司。其余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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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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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1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此外，公司2021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中“十一、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部分，详细描述了公司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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