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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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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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212,94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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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博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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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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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业务为：文具的生产与销售、互联网广告营销与服务。
（一）文具业务
1、文具行业发展趋势
文具行业在国际国内都属于比较成熟的行业，依照业内通用的分类方法，文具通常可以分为学生文具、办公文具、书写工具、
其他文教用品四个大类，而每个大类又有诸多的细分品类，产品跨度大，所处技术领域迥异。近几年，随着国内消费群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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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文具市场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发展态势：
（1）从产品方面而言，文具产品从以往的追求功能为主向产品创意化、品种多样化，设计个性化，材质环保化方向发展，
高端文具产品逐渐成为推动文具消费的新亮点。文具已经成为创意以及个性的载体，文具产品中附加的流行元素和文化内涵，
符合学生以及年轻办公族追求时尚、个性的消费潮流。
（2）从市场格局而言，目前我国文具市场还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行业集中度较低，是典型的“小产品”、“大市场”，各种
规模的文具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区域，但是在众多的生产企业中，年销售规模达到10亿量级的企业寥寥
无几，无论在哪一个细分市场中，都未形成具有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垄断性优势的供应商，国内市场进一步整合开拓的市场潜
力较大。
2、公司文具业务的发展
公司文具业务主要以学生文具以及办公用品为主，公司借助供应链整合能力，为办公、学生、时尚生活文具提供全面的解决
方案。具体包括纸品本册、文件管理、书写工具、时尚文具、办公生活等多个品类。公司作为国内文具用品龙头企业之一，
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了品牌优势、研发优势以及渠道优势等。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遍布全球主要文具市场的营销网络，在香
港、美国等地设立了海外公司，在国内主要城市建有销售网络，与国内外重要顾客以及供应商如沃尔玛、家乐福、Staples
建立了“长期、稳定、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当前，公司坚持创意设计与文具制造深度融合，遵循多元化办公理念，采用先
进工艺、环保材质、人性化设计，着力发展kinbor、Fizz等时尚文具品牌，将时尚生活融入文具产品，讲究个性、DIY等互
动式体验，提高文化创意产生的经济价值，提升消费体验。
（二）互联网广告营销与服务业务
互联网广告发展从媒体端看，互联网广告媒体端流量趋于集中，前几位媒体渠道平台如淘宝、百度、腾讯、搜狐等占了半数
以上的市场份额，优势媒体对行业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力；从中介端看，互联网广告中介端服务公司数量大、市场准入门槛
较低，但是能够为广告主提供精准化、定制化的服务依然是广告代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旗下西藏山南灵云传媒有限公司从事互联网广告营销与服务业务，主要业务包括导航网站广告代理业务、新媒体广告营
销业务，基于爱丽女性时尚网的品牌广告和爱丽特价电商业务。灵云传媒设立之初主要通过导航网站及其他垂直网站为客户
提供广告投放业务，通过代理或者包断各网址导航的优质广告资源，为客户提供庞大的流量和精准的用户支持，在导航网站
广告业务方面，灵云传媒与国内主要导航网站均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导航网站广告代理领域有较高的行业地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流量加速向移动端迁移，信息流广告快速发展，微博、腾讯、今日头条等较早推出了信息流广告产品，同
时也得益于其庞大的用户数，成为信息流广告收入的主流梯队。对于大的广告主而言，信息流广告是整合营销的一部分，承
载的品牌传播作用相对于中小企业更为显著，因此在广告展现形式上对于创意、素材的要求也相对较高。除了媒体流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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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2,378,495,764.20

1,643,209,938.59

44.75%

1,457,130,076.59

111,812,857.44

119,496,992.02

-6.43%

82,373,062.11

7,001,636.56

84,392,867.39

-91.70%

70,676,992.99

78,916,799.14

208,215,607.78

-62.10%

-16,906,69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2

-9.09%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2

-9.09%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5%

7.22%

-0.77%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652,804,758.56

2,617,300,185.66

1.36%

2,149,241,0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8,123,329.14

1,705,770,009.17

4.24%

1,620,456,658.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57,583,431.97

625,131,499.20

576,636,980.53

719,143,85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38,113.46

39,740,433.50

21,387,183.62

26,347,12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026,864.28

36,285,541.96

39,332,790.14

-91,643,55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65,553.70

2,225,014.97

-17,811,731.94

153,869,0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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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4,308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4,30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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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平

境内自然人

22.13%

121,517,603

102,222,154 质押

107,714,723

任杭中

境内自然人

14.75%

80,990,712

80,990,712 质押

30,100,000

广博控股集团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7.01%

38,515,787

0 质押

37,800,000

宁波兆泰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5.12%

28,104,062

0 质押

28,104,062

王君平

4.99%

27,407,786

20,555,839 质押

12,000,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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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
改革动力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
金

4.73%

26,000,000

0

宁波广联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3.09%

16,990,552

0 质押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城镇发展 其他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2.73%

15,000,000

0

宁波融合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其他
（有限合伙）

1.69%

9,287,924

9,287,924 质押

杨广水

1.19%

6,514,132

4,965,763

境内自然人

7,200,000

9,28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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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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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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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职工出资设立的公司。宁波融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公司核心管理人员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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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6,990,55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报告期内，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 5,952,02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
说明（如有）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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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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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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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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是公司发展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外部市场竞争加剧、国内产业政策不断调整、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等一
系列变化，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初提出的以变革为主线的工作方针，坚持推进互联网发展战略，公司互联网广告营销与服务
业务保持强劲增长；坚持推进产品创新战略，产品创新研发体系初显成效；坚持推行精益管理，降本提效的精益化生产体系
正在逐步形成；坚持推进各新业务领域的拓展，努力开创新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37,849.58万元，同比增长44.75%；营业总成本241,822.86万元，同比增长52.99%；期间费用
28,351.40万元，同比增长12.7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7,891.68万元，同比下降62.10%；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的毛
利率18.89% ，同比下降1.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81.297万元，同比下降6.43%。

（一）市场运营方面
灵云传媒稳扎稳打，业绩再创新高：报告期内灵云传媒主要经营指标较去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灵云继续推行经营策略调整，
优化人员结构，建立大客户优化团队，大力拓展唯品会等电商类客户在信息流广告媒体上的投放，通过优质运营服务来加强
与核心客户合作的广度及深度；大力拓展WIFI开屏业务及包版模式等新型业务，加强内部合规性管控，整体发展质量与效
益不断得到提升。未来，灵云将以服务客户为业务重心，为客户提供包括互联网广告策略、广告内容制作、广告投放、广告
效果监测与评估在内的完整广告服务业务链条，为客户提供互联网广告整体解决方案。

坚持渠道与产品并举，培育时尚文具项目：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提升整个时尚文具项目的规模化组织开展各类产品研发，
积极推动Kinbor、Fizz、时尚本册、迪士尼系列等时尚文具的开发、上市、营销推广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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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政采云、军网商城等多个政企客户办公物资采购项目，通过以上各项举措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扶持外贸拓展新渠道，保持外贸销售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外贸模块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大项目竞标日趋激烈，产品质
量和材料环保要求日趋提高的挑战下，为确保完成全年目标，公司多路并进助推销售发展：一是坚持以稳固客户为基础采取
谨慎调价策略，争取利润空间；二是产销联动聚焦大客户大项目开发或竞标，挖足潜力凸显竞争优势；三是鼓励发展非纸品
产品，非纸品类的办公文具外购品需求已经越来越大，拓展客户潜力做大销售规模；四加强海内外设计联动，提升产品设计
创新服务能力来增加客户粘性；五是大力推动出口电商业务发展，公司出口电商团队已先后在Amazon、Ebay、Walmart等多
个平台开设数十家店铺，在确保销售端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已启动在美自建仓筹备工作，为下一部出口电商发展打下基础。通
过以上举措保持了外贸版块的稳定发展，同时争取到一些如Staples、Michaels等客户的新项目。

环球淘深耕细作，助推销售增长。报告期内环球淘着力发展供应链的拓展及优化工作，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热销流量型商品销
售，同时全面推进平台发展，协同发展B2B业务，努力打造差异化特色产品，全方位打通各个销售渠道，在原有的销售渠道
上，拓展增加网易、苏宁以及天猫国际等多家电商大客户。

（二）产业并购方面
（以下简称“上海沃俪”）、
（1）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上海沃俪智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霍尔果斯鱼跃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鱼跃”）持有的杭州掌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优科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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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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毛利率

本册

318,510,584.37

75,570,585.49

23.73%

1.60%

-0.67%

-0.54%

办公用品

350,575,842.15

89,171,239.03

25.44%

40.28%

41.46%

0.22%

互联网广告业务 1,320,390,443.48

209,728,505.21

15.88%

90.58%

64.98%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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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378,495,764.20

1,643,209,938.59

735,285,825.61

44.75%

主要系互联网广告业
务销售增加

营业成本

1,926,630,666.91

1,298,884,620.71

627,746,046.20

48.33%

销售增加，成本相应
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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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修订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
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对于执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2017年5月28日之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进行分类、计量和列报。
2)执行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以下简称“新
政府补助准则”)。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
减相关的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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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新政府补助准则，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12日期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按照新准则调整。由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2017年合并财务报
表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益”2,495,256.48元，减少“营业外收入”2,495,256.48元；对2017年母公司财务报表损
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益”1,703,677.00元，减少“营业外收入”1,703,677.00元。
3)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以下简称“新修
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提及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外，在“营业利润”之
上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或处置组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
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和2016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资产处置收益”1,289,039.39元，减
少“营业外收入”1,299,381.15元和“营业外支出”10,341.76元；对2016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1,199,564.30元，减少“营业外收入”1,199,564.30元。
(2)企业自行变更会计政策
本期公司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3)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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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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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滨海广博文具制品有限公司

36,090,000.00

100.00

转让

2017/12/27

[注1]

续上表：
子公司名称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
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 权的比例(%)
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宁波滨海广博文具制品有限公司

[注2]

0.00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丧失控制权
股权的账面价值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0.00

0.00

续上表：
子公司名称

宁波滨海广博文具制品有限公司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公允价值的确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相
股权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定方法及主要假设
关的其他综合收益转入
投资损益的金额
[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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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权而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与黄超杰、子公司宁波广博文具实业有限公司与徐依君于2017年1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2017
年11月25日宁波滨海广博文具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广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滨海广博80.00%
股权以2,887.20万元转让给黄超杰和同意宁波广博文具实业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滨海广博20.00%股权以721.80万元转让给徐
依君。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1,840.59万元（黄超杰支付1,472.47万元和徐依君支付368.12万元），占转
让总价款的51%。公司自2017年12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注1]因股权转让款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收1,840.59万元（占转让总价款的51%），该股东变更事项滨海广博已于2017
年12月2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便于核算，根据重要性原则，确定出售日为2017年12月31日。
[注2]根据公司与黄超杰、宁波广博文具实业有限公司与徐依君于2017年1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所
持有的滨海广博80.00%股权以2,887.20万元转让给黄超杰和宁波广博文具实业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滨海广博20.00%股权以
721.80万元转让给徐依君，因该项股权转让事项，本期公司共实现投资收益8,768,963.07元。
(二) 其他原因引起的合并范围的变动
1．以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增加的子公司
2017年12月，子公司西藏山南灵云传媒有限公司出资设立霍尔果斯灵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
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西藏山南灵云传媒有限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2月31日，霍尔果斯灵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1,270.00元，成立日至
期末的净利润为-1,270.00元。
2．本期未发生吸收合并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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