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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142           证券简称：立晨数据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山东立晨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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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

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朱文乾 

电话:0539-3116107 

电子信箱:zhuwenqian@126.com 

办公地址:临沂市兰山区北园路和琅琊王路交汇创业大厦 A 座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5年 2014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16,962,984.16 7,002,259.63 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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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89,042.70 6,277,868.70 137.17% 

营业收入 9,886,238.22 3,829,183.02 158.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1,174.00 1,086,381.17 48.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538,248.30 -639,942.62 34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6,459.54 911,475.4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3.71% 18.9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

算） 

13.09% -11.1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1 38.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35 0.57 136.84%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 -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董事、监事、高管 - - - -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000,000 100.00% 11,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600,000 60.00% 6,600,000 60.00% 

董事、监事、高管 3,300,000 30.00% 3,300,000 30.00%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11,000,000 - 11,000,000 - 

股东总数 5 

注： 

（1）“核心员工”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界

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身份同时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除外）。 



公告编号：2016-007 

3 

（2）上表期初是指公司新三板挂牌时的数据，本公司挂牌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12 日。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

售股

份数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1 

立晨物

流股份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 法

人 

5,610,000 0 5,610,000 51.00% 5,610,000 0 0 

2 王兴华 
自然人

股东 
2,750,000 0 2,750,000 25.00% 2,750,000 0 0 

2 郝良 
自然人

股东  
1,100,000 0 1,100,000 10.00% 1,100,000 0 0 

3 王彦军 
自然人

股东 
990,000 0 990,000 9.00% 990,000 0 0 

5 杨锟 
自然人

股东 
550,000 0 550,000 5.00% 550,000 0 0 

合计 11,000,000 0 11,000,000 100.00% 11,000,000 0 0 

注： 

（1）“股东性质”包括国家、国有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境内自然

人、境外法人、境外自然人等。 

（2）上表期初是指公司新三板挂牌时的数据，本公司挂牌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12 日。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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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收入 9,886,238.2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8.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611,174.00 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48.3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6,459.54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413.06% 。报告期收入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持续优化

和推广电子商务软件（普云软件），使得普云软件的知名度、用户满意度

持续提升，总用户数及缴费户数稳步增加, 会员收费大幅增加。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6,962,984.16 元，比上年末增加

142.25%，负债总额为 2,073,941.46 元，较上年末增加 186.30%。期末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4,889,042.7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37.17%。净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进行增资 700 万元，同

时报告期收入利润大幅增加。 

3、2015 是公司发展关键的一年，随着前期研发投入项目陆续进入

收获期，电子商务软件获得用户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

现了较大突破，扭转了历年营业亏损的不利局面，企业进入一个良性快速

立晨集团 王彦军 

立晨数据 

立晨物流 
69.8% 71.62% 

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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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阶段。新三板顺利挂牌，打开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为公司以后快

速发展和市场开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 竞争优势分析 

1、本公司竞争优势 

公司在电子商务软件领域，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公司的主要合作机

构和企业有淘宝、京东、腾讯电商、当当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公司目前

规模不大，但在行业中以自身的独特技术和快速反应能力，已经确立了一

定的地位。总用户数量超过 500 万，占到淘系总活跃卖家数量的一半以

上。 

1）技术优势 

公司自 2009 年开始构建电子商务平台，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 WEB 

开发及应用方面的多项专门技术，如基于 J2EE 的第三方 B2B 电子商务

网站架构体系设计技术、基于 WEB 的信息构架技术、Flash 及视频优化

技术、网络推广和搜索引擎优化（SEO）技术、基于多因素模糊评判机

理的信息排序技术、全球网络负载均衡技术、多点数据同步复制与备份技

术、动态 WEB 流量分配技术、数据及页面缓存技术、网络监控与入侵

监测技术等。 

2）品牌优势 

公司拥有的两大品牌产品：临商网和普云软件，其中电子商务服务平

台临商网现已成为鲁南苏北地区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之一。先后荣获山东

省电子商务示范单位、中小企业优秀电子商务服务商、最具投资价值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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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等荣誉称号，而电子商务软件服务品牌普云软件则多年荣获阿里巴巴

金牌淘拍档称号（最佳软件提供商）。 

自公司创建以来电子商务服务业务一直坚持“依托临商网

（linshang.com）”的经营理念，聚焦在消费品市场，定位“一站式网上批

发”服务，充分利用临沂专业市场集群和商贸物流的资源优势，以及立晨

物流战略布局全国服务网点的契机，打造“网上下单-物流直达上门”这样端

到端的一站式批发采购模式。同时打造其外贸版 B2B 服务平台

（silkontheroad.com)，面向跨境采购商提供跨国大宗采购服务。从产品

模式上，临商网是一个商品和服务的聚集平台，不但提供优质的商品，同

时还进行个性化、定制化的批发采购服务。 

普云软件品牌则是电子商务服务行业的启明星，自 2013 年入驻淘宝

服务市场，一直深受用户欢迎，在产品更新和功能设置上，公司普云软件

系列产品也在整个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普云软件系列产品系统架构科学，

技术优势明显，售后服务和实时在线客户服务体系健全。在持续服务能力

和用户负载能力扩展都是行业领先。 

3）客户优势 

立晨数据主营业务涵盖的客户基本是交叉的并相互渗透的。电子商务

软件产品的主要客户为淘宝、天猫、京东等第三方商务平台上的卖家，其

中免费用户以中小型卖家为主，收费用户以大中型规模的卖家为主。淘宝

平台卖家业务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小，发展趋势基本是呈逐年递增的。电子

商务服务业务的客户主要是电商从业者和电子商务企业，这些电商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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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从业者通常都有多年电子商务行业经营经验，经营商品基本都是和大

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类商品，因而客户的经营情况和规模都具有稳

定性。 

4）人才优势 

公司的 IT 部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软件研发团队，团队现有软件开发

人员 23 名。研发团队成员拥有多年从事物流信息系统、物流服务平台、

办公自动化、网络信息化建设服务等相关业务经验。公司的电商部现有的

9 名员工，大部分都有着国内一流软件和电商企业工作经历，对电子商务

行业、系统平台研发和电商运营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研究

水平，同时在软件项目实施管理、系统软件硬件架构、建设与实施、软件

产品市场推广策划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公司拥有行业专家顾问团队，顾问团队的专家对国内信息化水平、电

子商务行业发展状况和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以及国内外电子商务商业模式

有深入的研究。同时，立晨数据与国内一些优秀的物流咨询公司、电子商

务公司合作，为物流企业、电子商务企业、生产、销售等各类企业提供世

界最新的信息化技术服务。 

本公司竞争劣势有： 

1、公司规模偏小 

公司规模较小，无充足的资金和人才来支撑公司的快速发展。公司的

办公区域和活动区域不大，人才队伍也不够完善，管理体制系统性正在建



公告编号：2016-007 

8 

立。同时，由于公司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在企业持续开发能力方面，不能

宽领域开发，从而规模效益尚未充分显现。 

2、人才吸引力不强 

由于公司规模小，所处地域在非一线城市的山东临沂市，因此对高端

人才吸引力相对较弱，导致公司的部门分工不是十分明确，并且公司的发

展速度也必然受制于管理经验、营销水平等方面的劣势。因此随着公司市

场不断开拓，需要吸引大量的专业性人才为公司服务。 

3、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是新技术发展速度快、商业模式和市场发展方向

难以精确预测，公司未来的发展离不开现有产品的升级换代、新产品的研

发、行业横向并购等，为了及时把握市场机会，公司必须储备大量的现金，

以便在新的投资机会出现时迅速进入并抢占市场先机。公司的民营企业性

质、所处的发展阶段及行业特性决定了公司资产构成中固定资产比例较低，

公司通过固定资产抵押等途径获得银行贷款比较困难，出现资金需求时，

选择债务融资的难度较大。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1、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目标是稳固现有普云软件系列产品的现有市

场、进一步拓展现有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大力发展 SAAS 产品：仓

库管家、金牌分销和大驼队的市场占有率和装机量，同时为了千牛产品软

件升级的效率和促进阿里巴巴合作项目的推进，计划在杭州设立办事处，

便于推进相应普云产品的迭代速度和方便技术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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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物流和电商行业 ERP 等信息化服务业务中，投资设立济南全

资子公司，开展电子商务信息化和物流信息化定制项目，在维护原有的客

户的同时，更好的开发区域市场，力争在这块业务的销售收入和利润都有

更好的提升。 

 注：该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提示投资者对此 保

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公司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需更正或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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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立晨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