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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511        证券简称：星推网络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杭州星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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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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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周婷婷 

电话:0571-85265500 

电子信箱:241281160@qq.com  

办公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 259号清波商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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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16,162.00 8,509,135.46 459.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111,952.80 11,682.49 291,892.14% 

营业收入 49,034,584.50 8,479,778.86 478.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89,020.31 -1,556,393.5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89,320.22 -1,556,357.4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19,260.21 144,23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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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1% -19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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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1% -196.0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1.56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1.5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36 0.01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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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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0 100.00% 25,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584,125 46.33% 11,584,125 46.33% 

      董事、监事、高管 - - - -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25,000,000 - 25,000,000 - 

股东总数 6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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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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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罡 境内自然人 11,584,125 - 11,584,125 46.33% 11,584,125 0 0 

2 

杭州推信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机构 6,254,750 - 6,254,750 25.02% 6,254,750 0 0 

3 

上海星推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机构 

3,344,800 - 3,344,800 13.38% 3,344,800 0 0 

4 

嘉兴长天是

成推特网络

十五号投资

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机构 

2,651,850 - 2,651,850 10.61% 2,651,850 0 0 

5 

上海星传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机构 

1,114,925 - 1,114,925 4.46% 1,114,925 0 0 

6 

北京长天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机构 49,550 - 49,550 0.20% 49,550 0 0 

合计 25,000,000 0 25,000,000 100.00% 25,000,000 0 0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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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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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收入主要是新媒体推广服务收入、微博及微信等代运营服务收入和线下推

广活动收入。公司 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4,903.46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 847.98 万元，增

长了 478.25%。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高的地位，使用互联

网新媒体推广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公司抓住机遇，不断扩大公司规模，完善团队建设，开拓优

质客户，实现公司营收和净利的迅猛增长；第二、企业客户新媒体推广需求旺盛，公司为他们所

做的新媒体品牌推广效果明显，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得到了业内广泛认可，公司承接

业务的水平和议价能力都有显著提升；第三、2015年度收购北京推智、北京佰鼎，成立深圳艺推

公司，整合业务资源，公司的竞争力不断提高。 

3.2竞争优势分析 

   1、人力资源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是数字营销行业中各个企业的核心资源，目前数字营销高端人才紧缺是行

业基本现况，相关高端人才的价格也随着行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攀升。因此，人力资源壁垒是数字

营销行业主要的行业壁垒之一，新进入行业的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队伍，而从同行业其他企业聘请则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公司已经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

队伍，熟谙社会化营销之道，团队凝聚力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强。 

2、品牌效应 

目前国内的数字营销行业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品牌效应对客户的影响力是较为明显的。早

期的品牌积累不但可以增加老客户的粘性，更给予新客户对企业的足够信任。因此早期具有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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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企业，较早的建立起品牌优势，在业内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将成较为明显的壁垒。公司

经过五年的运营，在业内积累优秀的口碑，客户粘性高。 

3、资金实力 

在数字营销行业中，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就是营运资金，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现金流情况往往可

以反映出公司业务量的大小，资金实力强大的数字营销服务商可以获得更多的需要资金垫付的客

户合同。因此，资金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业务扩张速度和发展潜力。如果企业的资金

实力较为薄弱，对于许多有媒体垫资或者销售一体化需求的业务无法承接，则会限制高速增长，

此为数字营销行业的资金实力壁垒。公司业绩增长迅速，营收和净利丰厚，对承接项目提供了强

大的资金保证。 

4、客户资源 

在数字营销行业中，客户资源既是各服务商过去经营的积累和实力的体现，也是未来业绩的

重要保障。目前行业中的优秀企业往往积累了一大批各行业的优质客户资源，这些客户未来持续

的品牌营销需求，以及公司由此在行业中建立的业务口碑和品牌影响力，均会成为未来增量业绩

的重要保障。如果企业缺少存量客户，而新增单一客户的订单往往因企业营销费用预算的限制，

金额并不会太大，因此业绩增长并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明显，此为数字营销行业的客户资源壁垒。

公司已经累计为全国 76 档综艺娱乐节目提供营销推广服务，企业客户数量也得到迅速增长。。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1、积极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打破公司资本规模，丰富渠道资源，降低渠道成本，提高抵御风

险的能力； 

2、加强人才引进和人才培训，提高公司策划能力和营销水平。 

3、“星推网”完成艺人签约 500名，提高“星推网”的影响力。 

4、网红创业学院签约网红 100名，实现各平台粉丝数 5000万，完善网红产业链，提高流量

变现能力。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不适用。 

4.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北京推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艺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为杭州推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推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子公司为北京佰鼎聚

众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推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4年 02月 27日，注册资本：100万

元，法定代表人：来罡，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鑫兆佳园 15号楼 4层 566，股东构成：公司持

有 100%的股权，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技术

培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材、机械设备、汽车配件、

服装。 

公司名称：深圳市艺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5年 08月 19日，注册资本：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来罡，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股东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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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司持有 66%的股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文化学术交流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大型礼仪庆典

活动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文化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会务策划；展

览展示策划；平面及立体设计制作；网页设计；服装、影视器材的出租、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项目审批的，需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模特演出经纪；装饰装潢设计。 

公司名称：北京佰鼎聚众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3年 5月 28日，注册资本：

3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华中，股东构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推智持有 80%的股权，经营

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舞台灯光音响设计；

企业管理咨询；工艺美术设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文艺创作；产品设计；技术推广服务；劳务派遣。 

公司名称：杭州推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5年 8月 19日，注册资本：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来罡，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30%股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服务：文化艺术

策划（除演出中介），公关活动策划，品牌策划，品牌推广，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除

商品中介），影视策划，礼仪服务，承办会展，摄影摄像，网站建设。 

4.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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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杭州星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