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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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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9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58,119,147.6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本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43,900,282股变更为498,655,409股。如在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每股

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该方案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联股份 60361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勇 魏红霞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总部

基地6区3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6区3号楼 

电话 010-63729108 010-63729108 

电子信箱 dongmiban@ueiibi.com dongmiban@ueiib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行业情况说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７），公司所处行业属于“I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I64 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公司所处行业属于“６４

３１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指专门为生产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互联网活动，包括工业互

联网平台、互联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互联网货物运输平台等。 

电子商务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是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

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电子商务的定义可以被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电子商务定

义为，利用手机、电脑、电视等各种电子工具从事的商务活动；狭义的电子商务定义为，主要利

用互联网从事的商务活动。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其内涵已从在线商务扩展到物流配送、供

应链管理、线上线下融合、SaaS 服务等范畴。 

从整体市场看，多年来我国 B2B 电子商务市场的交易规模一直以较快速度增长。B2B电商又

可称为产业电商，是产业数字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网经社《2021产业数字化市场数据报告》，

2021 年中国产业电商交易规模达 29.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5%；同时，2017-2020 年中国产业

电商市场规模（增速）分别为 20.5万亿元（22.75%）、22.5万亿元（9.75%）、25万亿元（11.11%）、

27.5万亿元（10%）。产业数字化指利用各项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改

造、赋能，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从而实现产业各节点效率提升。

具体包括以产业互联网为重要载体、以产业电商为核心的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创新。产业电商

包括原材料工业电商、MRO 工业电商、批发电商、企业采购电商以及相关服务商等 B2B 业态。近

年来，伴随着我国产业电商（B2B）在垂直工业领域的快速崛起，不断深入钢铁、化工、煤炭、建

材、涂料、造纸、玻璃、卫生、医药、农资、粮油、纺织、机械、电子和物流等传统产业链，产

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进入战略发展机遇期。产业电商（B2B）的主要发展趋势如下： 

（1）B2B 垂直电商平台推动工业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B2B 垂直电商平台相比于综合类平台具有更加专业和专注的特点，能专注于某个细分行业进

行深入拓展，尤其是在工业制造和流通领域，通过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不断延伸下功夫，降低行业

供应链的成本，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借助于互联网的高效率以及用户对行业产业链的深度需

求，B2B 垂直电商平台将推动工业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在工业电子商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

势，一方面，公司现有多多电商均为立足于工业领域的垂直电商平台，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另

一方面，公司多年从事商业信息服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和会员基础，为在新的工业领域发展垂直

电商平台奠定了深厚基础。 

（2）B2B垂直电商平台与数字供应链深度融合 



B2B垂直电商平台将更快速向供应链深度服务延伸，通过在线交易切入，将信息流、订单流、

物流、资金流通过 B2B 平台整合实现；并以此为基础从在线交易延伸扩展到上下游用户的生产采

购、物流仓储、支付结算、营销推广、信息化建设等供应链管理的不同层面，B2B 平台同时将成

为高效的数字供应链创新服务体系。 

目前，公司已通过多多平台为行业上下游免费提供云 ERP、智慧物流共享系统和零配共享系

统、数字仓储等供应链 SaaS服务，在所处行业获得了较好的供应链服务基础和技术驱动优势。 

公司于 2021年 5 月入选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评定的“第一

批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抓住供应链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战

略机遇。 

（3）B2B 垂直电商平台积极推动工业互联网的落地深耕 

B2B 垂直电商平台，特别是工业电子商务，是务实有效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有效抓手。

工业互联网是工业经济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链接，是支撑构建新型生产制造和服

务模式的关键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在“互联”，而工业电子商务的核心在“商务”。工

业互联网通过机器或设备的互联互通沉淀了大量的数据流，而工业电子商务则以供应链为核心形

成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链等闭环，可以有效实现从工业互联到数据增值、从工业互联到供

应链增值，从工业互联到跨界生态，从而成为工业互联网落地深耕的重要抓手。 

公司于 2018年 12 月入选工信部“工业电子商务运行形势监测指数企业”，于 2019年 10月

入选工信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于 2021 年 1月入选工信部“2020 年工

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在此基础上，公司将积极打造基于垂直产业链互联互通的工业互联网

应用平台。 

（4）新技术驱动向产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全面演进 

产业电商（B2B），属于产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范畴，随着 B2B垂直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

和供应链管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 5G、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未来二十年将成为产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爆发的黄金时代。

产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不仅把企业和企业、把产业的上下游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

订单驱动连接企业内部的生产运营数据，将智能工厂进行共构连接，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推动

智能制造。 

产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战略趋势，是基于工业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数

字供应链管理不断深化、工业互联网落地深耕的新型生态体系，也是公司积极推进的战略重点。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 B2B 电子商务和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工业电子商务为基础，以产业大数据和产



业数字化为支撑，为相关行业提供工业品和原材料的网上商品交易、商业信息服务和数字技术服

务。公司主营业务具体如下： 

业务类

型 
业务平台 业务细分 业务描述 

工业 

电子商

务（网上

商品交

易） 

涂多多 

卫多多 

玻多多 

肥多多 

纸多多 

粮油多多 

 

自营电商 

公司通过多多平台开设线上自营商城，通过集合采购、拼单团

购、一站式采购等方式，面向注册用户开展涂料化工、卫生用

品、造纸、玻璃、化肥、粮油等产业链的原材料工业电商业务。 

第三方电商 

公司通过多多平台开设线上集市商城，由涂料化工、卫生用品、

造纸、玻璃、化肥、粮油等产业链的注册供应商自主开设商铺，

由注册用户自主选购交易，公司提供第三方撮合服务。 

SaaS服务 

公司通过多多平台为涂料化工、卫生用品、造纸、玻璃、化肥、

粮油等产业链的注册供应商和注册用户提供云 ERP、电子合同、

在线支付、智慧物流、数字工厂、工业互联网等 SaaS服务。 

商业 

信息服

务 

国联资源网 
商机、会展、

资讯、广告 

公司通过国联资源网为各行业会员提供线上供求商机信息和营

销推广服务，组织各类线下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等行业会展活

动，提供各类行业资讯和数据产品；提供行业广告服务。 

数字 

技术服

务（互联

网技术

服务） 

国联云 
解决方案 

云应用服务 

公司通过国联云技术板块为产业和企业提供各类数字化技术服

务，包括全网技术架构、电子商务、数字供应链、数字工厂、

工业互联网等解决方案和云 ERP、行业直播、远程办公、视频会

议等云应用服务。 

 

2、经营模式 

项目 业务种类 

平台种类 B2B电子商务、产业互联网平台。 

主要服务行业 

国联资源网、国联云服务于泛行业工业企业；多多平台(涂多多、卫多多、

玻多多、纸多多、肥多多、粮油多多)服务于涂料化工、卫生用品、造纸、

玻璃、化肥、粮油等行业的上下游企业。 

企业主要服务 

1、通过 B2B信息服务平台——国联资源网提供商业信息服务； 

2、通过 B2B 垂直电商平台（工业电商平台）——涂多多、卫多多、玻多

多、纸多多、肥多多、粮油多多提供涂料化工、卫生用品、造纸、玻璃、

化肥、粮油等产业链上下游的电子商务交易和 SaaS服务。 

3、通过数字技术服务平台——国联云，提供各类基于实体经济数字化的

技术解决方案和云应用服务。 



销售模式 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盈利模式 
通过国联资源网获得信息服务收入，通过多多电商获得商品交易收入；通

过国联云获得技术服务收入。 

3、公司的营销模式 

公司的营销团队主要来自于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和商业信息服务业务。 

（1）网上商品交易业务板块 

1）运营架构 

多多电商主要基于互联网平台运营，有别于传统销售型业务，其采、销、技术服务、推广、

客服等围绕互联网平台紧密不可分，是业务发展的共同驱动力。公司为保证多多电商业务板块各

运营环节的顺畅执行，主要设立了采购部、销售部、商务部、客服部、推广部、跨境电商部等。 

部门 职能 

采购部 
主要负责考察供应商资质、建立供应商合作体系，根据交易订单和交易数据采购

各类自营产品等。 

销售部 

主要负责多多电商自营产品的客户调研、客户沟通、采购订单和交易洽谈工作，

组织线下集合采购沙龙，行业会议活动，走入各地区进行客户咨询服务和交易支

持对接。销售部分为北京总部团队和外阜区域营销中心。目前已设立华东、华南、

西南、华中、华北、东北等区域营销中心，分别负责辐射区域内的客户开发。 

商务部 

主要负责交易订单流转的 ERP后台内控执行，包括买卖双方合同审核，价位调整，

发货指令、收货确认、结算申请、仓储物流对接，同时对接公司财务部开具发票

和系统对帐。 

客服部 主要负责接受、记录客户咨询和诉求，对交易客户进行售后跟踪服务。 

推广部 主要负责多多电商网站和移动端的内容管理、专题设计、全网营销策划和推广。 

跨境电商部 主要负责境外客户资源开发及境外优质供应商的对接和洽谈合作。 

2）获取客户、取得订单的方式和途径 

① 线上引流：通过在涂多多、卫多多、玻多多、肥多多、纸多多、粮油多多等网站开展线

上推广及采取各种网络营销策略（如搜索引擎营销、APP 营销、微信营销、工业品直播、竞拍竞

卖、各类促销活动、双十电商节等），让行业上下游的潜在客户对多多电商形成认知，让客户免费

在多多电商注册进行交易体验，同时下载 APP、关注微信号和微信小程序，从而实现客户在网站、

APP及微信小程序的直接下单交易。 

② 资源转化：把国联资源网开展会员信息服务期间积累的部分行业客户资源，逐步转化为

多多电商的注册会员和交易客户。例如，涂多多电商前身是国联资源网旗下的涂料产业网、油墨

产业网、胶黏剂产业网、水性涂料行业协作联盟等行业分网；玻多多电商前身是国联资源网旗下

的玻璃产业网、玻璃行业协作联盟等行业分网；卫多多电商前身是国联资源网旗下的卫生用品产



业网、造纸产业网、生活原纸行业协作联盟等行业分网。 

③ 线下推广：通过在各地区召开线下集采沙龙，组织企业参加行业会议会展，同时各区域

营销中心进行对接，发展区域和品类电商联盟，获取客户资源和转化。 

④ 多多电商立足供应链，积极向上下游延伸销售，通过深度供应商进行纵向的品类拓展，

通过客户价值链进行横向的复销推广，以此获得稳定客户来源，低成本推动多多电商交易量和影

响力。 

（2）商业信息服务（网站会员服务、会展服务、行业资讯服务和代理服务） 

1）销售架构 

公司主要通过国联资源网开展商业信息服务，公司针对不同行业共设立了九个商务信息事业

部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员销售和服务工作，覆盖石油、化工、冶金、有色、电力、煤炭、机

械、电子、工程、建材、交通、物流、环保、新能源、安全生产、设备管理等行业领域。 

2）获取客户、取得订单的方式和途径 

① 网站会员服务获取客户、取得订单的方式和途径 

公司主要依托国联资源网来提供会员服务，网站会员服务获取客户、取得订单的方式主要包

括两类：一是公司通过各种线上推广及采取各种网络营销策略（如搜索引擎营销、APP 营销、微

信营销等）提高国联资源网的知名度和流量，吸引各种对国联资源网感兴趣的企业，通过国联资

源网注册申请成为免费会员，在对国联资源网有一定的体验后，希望通过国联资源网获取相关服

务，增强网络推广效果、获得更大收益，从而升级成为收费会员；二是通过国联资源网各销售事

业部的线下开发和组织的各行业推广活动，获取潜在客户，同时销售人员会及时对国联资源网的

免费会员及非会员潜在客户进行电话、微信或登门拜访，组织行业推广活动，以促进线上线下收

费会员的转化，发展各企业客户成为收费会员。 

② 会展服务、行业资讯服务和代理服务获取客户、取得订单的方式和途径 

公司依托于国联资源网来提供会展服务、行业资讯服务和代理服务，这几类业务获取客户、

取得订单的途径主要包括：一是国联资源网的各行业分网在发展过程中与很多相关行业的客户保

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举办相关行业的会展活动、策划编辑相关行业资讯产品和代理相关

行业媒体的广告时，销售人员会主动联系相关行业的企业客户，如有需求，即可发展成为了此类

业务的客户；二是公司通过在国联资源网的线上推广和相关网络营销途径等发布会展活动、行业

资讯和代理广告服务信息，吸引有需求的企业主动联系公司客服和销售人员来订购此类服务；三

是公司销售人员对其他新客户的直接线下开发。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9,528,820,345.50 6,724,821,897.03 41.70 2,228,615,52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27,032,203.81 3,779,953,947.89 14.47 1,079,467,552.49 

营业收入 37,229,790,030.28 17,157,783,238.42 116.98 7,197,680,12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8,413,278.10 304,482,697.92 89.97 158,942,12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1,208,904.23 

267,454,758.02 
98.62 

154,495,67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224,641.19 776,737,609.12 -65.08 379,722,775.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1 

21.38 减少7.17个

百分点 

22.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8 0.97 73.20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8 0.97 73.20 0.9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076,157,657.73 7,958,103,956.34 9,440,691,547.10 13,754,836,86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8,019,914.22 138,150,358.94 122,598,910.71 239,644,09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6,212,633.36 123,976,321.87 106,212,953.16 224,806,99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3,310,040.06 429,874,223.33 124,094,499.07 -386,054,121.2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9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2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钱晓钧 18,291,206 58,938,331 17.14 58,938,331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泉 18,105,244 58,339,119 16.19 58,339,119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创新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770,217 8,926,254 2.6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76,915 8,293,648 2.41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919,360 7,107,933 2.07 0 无 0 其他 

大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

－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

品 

1,518,446 6,647,946 1.93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82,537 6,074,419 1.77 0 无 0 其他 

金雷力 1,631,250 5,256,250 1.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丰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68,125 4,730,625 1.3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三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50,359 4,673,380 1.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泉、钱晓钧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各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经营数据小结：（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1）公司总资产 952,882.03 万元，同比增长 41.7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2,703.22

万元，增长 14.47%；报告期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快速增长所致。 

（2）营业收入 3,722,979.00 万元，同比增长 116.98%；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主

要来自于网上商品交易业务的增长。得益于工业电子商务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大势，公司长期的

行业资源积累和优秀的运营团队，公司多多电商拥有的模式优势、服务能力和运营策略，以及面

对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公司通过积极实施产业链“战疫”计划、持续开展工业品/原材料带货直

播、百团拼购、预售竞拍和双十电商节等举措，积极拓新维老，旗下各多多电商平台的交易量增

长较快，从而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 

（3）营业成本为 3,601,654.01 万元，同比 117.4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网上商

品交易业务的快速发展，商品采购成本逐渐成为公司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且随网上商品交

易业务量的增大，营业成本增幅较大。  

（4）净利润 70,575.05 万元，同比增长 97.14%，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57,841.33万元，

同比增长 89.97%。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主要来自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商业信息服务和数字技术服



务。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特别是网上商品交易业务的快速发展，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已经成为公

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净利润也呈现出大幅的增长。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22.46 万元，同比下降 65.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一是多多电商的部分主营品类和新拓展品类供给紧张，为充分保障货源以满足快速增长的订

单履约需求，公司预付款较多，特别是第四季度，为应对国内外的供给冲击，保障双十电商节积

累的大量订单交付，以及充分预备 2022年一季度的订单计划，公司在四季度相比三季度末的预付

款增加较多；二是由于双控因素及公司阶段性实施的客户支持策略影响，公司在四季度相比三季

度末的预收款增加较少；由此导致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较大幅度下滑，从而导致全年经营性现金

流同比下降。 

（6）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为 1.68 元/股，去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为 0.97 元/股，增长

73.20%，增长的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归母净利润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2.58 元/股，去年同期每股净资产为

15.94 元/股，比去年同期下降 21.05%,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

下降。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