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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8-073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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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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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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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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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浦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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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 梁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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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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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公司 2017年度转让广东欧浦九江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收益，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递延至 2018 年 1月确认。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716,459,854.56 2,739,527,252.59 2,739,527,252.59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704,119.09 236,409,800.39 109,995,896.16 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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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915,130.96 105,455,850.54 104,812,446.41 -4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982,380.40 -126,293,213.59 -126,085,156.75 55.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2 0.1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2 0.10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1% 14.40% 6.97% 3.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758,407,447.00 3,609,102,149.95 3,609,102,149.95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39,658,488.26 1,650,954,663.08 1,650,954,663.08 11.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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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1% 553,441,734 0 质押 553,436,042 

吕小奇 境内自然人 6.06% 63,945,583 0   

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50,519,098 0 质押 50,499,599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 33,986,50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信－瑞阳 2016

－2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37% 25,039,267 0   

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18,074,131 0 质押 14,879,900 

生命保险资管－招商

银行－生命保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富盈 6号 

其他 1.01% 10,679,774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合顺 7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92% 9,711,706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华信信托·盈泰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7% 9,234,8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投·阳

明 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3% 7,7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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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萍乡英顺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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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泳欣女士是陈礼豪先生外甥女； 

2、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瑞阳 2016－2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系公

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陈倩盈女士通过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云信瑞阳 2016-21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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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二级市场买入的公司股票，陈倩盈女士系陈礼豪先生的女儿暨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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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吕小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582,38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63,363,203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3,945,583股； 

2、新余市纳海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14,940,227股，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3,133,90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074,13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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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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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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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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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家经济形势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钢铁行业生产总体平稳，

优势产能得到释放，市场供需总体平衡。公司秉承“开拓蓝海、合作共融、服务分享”的发

展理念，坚定不移地实施“智能物流+综合电商+供应链金融+大数据服务+智能设备研发”共

融的服务战略，着力加大钢铁电商主业的发展，辅以开拓技术、金融服务等新营收业务，并

寻求战略并购，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积极开拓新的营利增长点，努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1,645.99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0.84%。营业成本

254,651.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70.41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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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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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9户，详见 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九“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礼豪 

2018 年 8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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