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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6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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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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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昊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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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848,348,018.49 1,041,150,659.99 -18.52% 1,053,255,03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98,493.86 36,609,267.85 -54.11% 43,612,81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4,923.00 30,021,125.45 -96.02% 26,993,03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416,291.38 60,321,550.46 13.42% 72,204,08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52.94% 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52.94% 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5.03% -2.76% 6.09%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1,171,329,626.22 1,172,777,575.11 -0.12% 1,207,158,20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1,188,390.08 735,745,347.76 0.74% 721,015,576.28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0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3,28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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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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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42,772,370 33,054,277 质押 42,772,370 

雅戈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99% 24,000,000    

广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8% 21,397,659  质押 12,480,000 

王君平 境内自然人 8.44% 18,426,548 13,819,911   

宁波兆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5% 15,613,368    

宁波广联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5% 14,753,349    

张攀峰 境内自然人 3.02% 6,602,075    

钱伟阳 境内自然人 0.48% 1,041,900    

何明珠 境内自然人 0.45% 978,114    

刘重磊 境内自然人 0.4% 87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王利平和王君平系兄弟关系；王利平持有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6.60%的股份，上述三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兆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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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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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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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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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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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确立的各项经营目标，积极倡导“思想在改变，行动在改善”的工作理念，切实贯彻责任至

上，恪尽职守的工作作风，通过抓机遇、求突破，力克各类困难，持续提升管理水平，确保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稳定，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4,834.80万元、营业总成本84,856.66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84,384.74万元，同比下降18.63%；主营业务成本66,986.76万元，同比下降17.17%；研发支出1,486.19万元，同比下降7.68%；

期间费用17,241.04万元，同比下降5.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841.63万元，同比增加13.42%；报告期内公司主

营产品的毛利率20.62%，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79.85万元，同比下降54.11%，主要是受宏

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公司的外销收入有所下滑，导致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降低了公司的毛利润，同时受人民币升值

汇率波动影响，公司汇兑损失增加，使得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下降67.13%，利润总额下降49.29%。 

2013年度，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销售市场开拓与管理 

（一）加大海外市场的差异化开发力度。公司通过对美国、日本等地区的重点销售市场进行从单纯OEM接单到市场调

研基础上的产品筹划并举的开拓市场模式转变，促进市场竞争差异化能力的提升和接单赢利能力提高。夯实海外销售机构的

管理，继续充实美国团队的销售力量，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并对公司现有客户关系进行重建与巩固，同时通过进一步提升

美国团队的市场产品开发能力，深化客户主动拜访，有计划有策略地进行新市场、新客户的开拓工作。 

（二）积极推进电商销售渠道的发展。根据市场电商业务发展的趋势，建立起从产品筹划、文案策划、美工设计、网店

装修到活动策划的一整套商品管理流程，不断完善计划、物流跟踪、财务对账以及店务运营的运营模式，持续提升电商后台

的各项服务技能，为满足电商业务的持续增长提供保障。 

（三）全力助推品牌提升工作。国内市场在继续推进户外广告、门头和店内品牌输出以及渠道推广会的同时，不断推进

品牌形象升级工作，确立以“中国好文具”为主体的品牌宣传主题，加紧推进品牌代言人落实，央视广告投入工作。进一步规

范门店形象系统、产品包装等公司品牌形象输出。抓住数字手媒体快速发展的契机，积极推动O2O的品牌宣传工作，通过线

下活动和微信微博推介方式来落地品牌传播，为下一步通过大数据技术来促进国内销售工作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积极转变产品开发思路。2013年产品设计更加注重产品结构创新和系列化开发，将以往以设计人员喜好为主导的

设计导向型开发，转变为以市场与销售要求为主导的市场导向型开发模式。建立内销新品研发月度提报机制，强化新品评审

和试销环节。以生活文具项目为代表的新产品系列，已初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自我特色的产品体系，为推动销售市场继续

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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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运行与管理 

（一）调整生产布局，平衡产能结构。结合生产实际进一步统筹平衡公司内部各分厂的产能结构。考虑内销仓库场地需

求以及分厂内物料流通便捷性，对部分生产场地进行了合理调整，使公司整体布局更为合理，生产产能更为均衡。 

（二）努力降低采购成本。在物价普遍上涨的大环境下，公司采购部门想方设法通过招投标、引进新供应商、新型材料

替代等举措努力降低采购成本，保障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综合管理 

（一）加强财务筹划保障公司利益最大化。公司积极开展银行理财，强化内部资金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根据不同公

司的税率、税负情况，合理规划各公司的业务结构，优化公司总体税负，尽量减少税费负担。继续有效开展远期结汇业务，

有效减少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 

（二）持续推进内控监督检查工作。充分发挥各部门主管作为管理要求推行“第一执行人和主要推行人”的作用，广泛开

展各项管理程序的培训与考试工作，来推动公司各项制度程序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针对

产、供、销等核心节点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内控检查，通过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促使各部门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四、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文具行业 764,429,941.23 596,777,127.44 21.93% -18.42% -16.61% -1.7% 

物流行业 79,417,457.97 73,090,475.02 7.97% -20.59% -21.45% 1.01% 

分产品 

本  册 239,798,671.10 175,599,027.99 26.77% -32.13% -31.41% -0.77% 

相  册 56,471,701.13 41,687,582.26 26.18% -32.3% -33.78% 1.65% 

包装物 57,742,291.43 37,998,950.15 34.19% -17.58% -17.15% -0.34% 

办公用品 156,251,853.84 120,499,102.99 22.88% 27.16% 32.32% -3.01% 

纸张纸浆 12,154,436.35 11,997,859.79 1.29% 177.06% 181.95% -1.71% 

收购产品 147,540,830.67 142,824,575.51 3.2% -19.8% -18.43% -1.63% 

图  书 66,249,090.22 46,755,293.04 29.43% -22.96% -18.64% -3.75% 

物  流 79,417,457.97 73,090,475.02 7.97% -20.59% -21.45% 1.01% 

其  他 28,221,066.49 19,414,735.71 31.2% -14.65% -15.44% 0.65% 

分地区 

国内 329,057,746.22 260,546,527.29 20.82% -4.86% -2.07% -2.26% 

国外 514,789,652.98 409,321,075.17 20.49% -25.52% -24.57% -1%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所处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我国文具办公用品行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产品更新换代较快，品质明显提高，花色品种和国外基本接轨，产品的技术含

量也有很大的提高。随着文具专卖店、专业化市场的渐趋成熟，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和服务内涵有着向高层延伸的趋势，以品

牌为主的中高档产品将成为未来消费的主流。而我国文具产业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缺乏明确有序的管理规范、产品单一、

低价竞争、浪费资源等都严重制约阻碍了国内文具新生品牌的发展。面对品种繁多的文具用品，消费者可选择的余地也越来

越多，国外竞争对手的涌入也将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强，随着竞争的愈演愈烈，文具业应该积极主动的通过各种

努力实现品牌化突围。 

（二）公司发展战略及发展规划和2014年经营工作目标和计划 

公司的中长期目标是实现由文具制造商向品牌运营商的转变。2014年公司着重突出“变、革、新”三个核心，坚持“求

突破、抓创新”，把“变革开创新局面”的工作理念融入到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来适应市场的变化，坚决

打破各种不利于发展的观念和格局，进一步夯实和创新管理，推动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同时，公司将加快推进收购

项目的进度，积极寻找、接洽适合本公司的文化产业或其他产业进行股权合作。（上述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2014年度的

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1、销售市场开拓与管理 

（1）创新销售模式适应市场变化需求。针对当前外销市场竞争在产品、成本和渠道等要素上同质化不断趋同的现状，

公司将着力通过销售市场推广模式的转变，使销售工作从以依托生产能力来推销接单，逐步发展为与客户共同发掘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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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销模式，从而提高我司产品在市场的差异化竞争力。 

（2）创新产品开发及管理模式。拟建立外销产品月度开发提报会的“众研”模式，通过拟定相关的激励机制调动业务团

队全员参与产品开发，通过评审形式，强化产品开发时对市场的适宜性、成本的可行性以及设计的新颖性等方面的综合把控，

提高开发成功率。 

（3）加强品牌推广力度，推动市场发展。将以打造“中国好文具”为品牌推广主线，形成“软广、硬广”相结合的品牌推

广策略，通过与中国好声音知名主持人华少代言合作，适度投放央视的硬广，扩大各批发市场的户外广告投放等方式来提高

品牌的曝光度，同时也将通过参与“西部助学”、中国好文具评选、京东公益拍卖、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软广投放活动，提升

品牌的美誉度，从而推动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促进销售的发展。 

2、生产运行与管理 

（1）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生产运行体系。为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激发各协同部门的接单积极性，

生产系统将切实树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客户及公司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运行机制，拟建立以业务、生产、采购、工

艺、品质等多部门联动共担的运行体系，推动协同创新，鼓励各部门共同谋划，通过齐抓共管努力降低各项生产成本，提高

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公司效益。 

（2）提高生产运行快速反应能力。将主要从加强生产计划和物料跟踪（PMC控制）的有效管理方面着手，逐项落实计

划、采购、工艺技术、品质以及印刷的进度控制，努力缩短生产前期准备时间。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对各分厂、部门的跟

踪落实力度，通过定期监督检查、考核评比等方式，促进整个生产后勤加强主动服务意识，提高生产异常反馈意识和处理能

力，切实提高生产运行速度和交期准时率。 

3、综合管理 

（1）逐步转变内控模式。在继续推进内控部门专职管理的基础上，将着力强化各级主管领导的管理责任机制，引导各

模块、各部门主管深入参与到相关程序的建立、修改、推行贯彻及监督检查等各项工作中，实现内控工作由各级主管抓日常

规范化运行，内控专职部门抓阶段性检查监督的“管”与“监”的互动促进局面，促进管理升级，防范公司各类重大管理风险发

生。 

（2）继续发挥财务融资理财职能。在做好日常各项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效利用公司的资金优势，争取通

过合理的融资和投资理财，以及供应商付款收息等措施增加资金收益。加强财务综合运筹，继续强化在远期结汇、税收筹划

等方面的运作，通过财务职能为公司创造更大的效益。 

（三）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及资金来源 

2014年公司将根据经营及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合理筹集银行信贷资金；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

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条件具备时开展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工作。 

（四）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风险因素 

1、主要风险因素 

（1）纸张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劳动力紧张和成本上升，给公司的市场策略制定和实施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给公司的成本控制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2）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给公司的外贸业务及所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的盈利

水平。 

（3）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文具行业内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市场进入壁垒相对较低，进入充分竞争阶段，渠道

进入了终端的竞争，竞争更加直接，更加激烈。 

2、主要应对措施 

（1）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继续采取采购招投标机制，保障采购材料的价格基本稳定，同时对纸张、塑料

等大宗材料采取预订、锁单等措施，减少行情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严格控制生产成本。 

（2）针对人民币汇率风险，公司通过分析外销客户市场结构，针对性向新老客户提出根据新的产品核价体系进行报

价，直接消化人民币汇率带来的部分影响；建立外销报价与汇率联动机制，在接单环节提高报价，维持产品平均销售毛利水

平；及时收款结汇，加快应收账款的回笼速度，尽可能避免汇兑损失；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降低人民币汇率带来的损

失。 

（3）针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将进一步通过加大产品研发、加强过程管控、打造品牌建设等方面拉动销售发展，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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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公司发展战略安排，决定注销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尔特纸制品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12月31日办妥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销售收入为2.02万元。 

2、因公司发展战略安排，2013年9月，公司在美国洛杉矶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博美国桃林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美元，

该公司主要从事文教用品的贸易和销售。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销售收

入为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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