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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电商采购专员通过平台交易数据及 ERP 数据中心，可以获取行业内

各大厂商货物供应量及报价信息，实时掌握市场行情；同时依托平台优势获得

议价能力，并最终确定合适货源及最优采购价格。

采购人员在采购执行过程中， 对所有签约供应商资质均需经过采购部负

责人和多多电商总经理严格审核。 多多平台的注册供应商来源包括公司多年

发展的行业资源积累、成熟客户推荐合作、采购部人员筛选开发等途径。

多多电商针对供应商要进行供应商认证，多多电商成立供应商认证小组，

在考察供应商的信息资料后，会同采购、商务等部门进行现场调查，多多电商

在进行现场考察后，各个部门通过现场观察情况，并结合供应商的相关文件、

事前的市场调查情况、与供应商的客户和供应商的会谈情况，以及小组讨论进

行综合评分，得出供应商最终认证的总成绩。

多多电商根据供应商的供货量、经营规模、诚信状况等认证情况的差异，

将供应商划分为核心供应商、重点供应商、签约供应商，根据供应商等级不同，

实施不同的合作策略和维护力度。 如平台订单会按优先级， 先满足核心供应

商、重点供应商次之、签约供应商再次之。 多多电商按年度对各级供应商进行

动态考核和管理维护，以确保为平台会员提供最优性价比的商品。根据平台交

易数据，多多电商将积极与信誉良好、质量可靠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紧密的战略

合作关系，从而形成更加稳定的产业链供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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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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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十个商务事业部开展销售和服务工作， 其中第一、 第十事业部主要负责机

械、电力设备等行业领域的销售和服务，第二事业部主要负责交通和建材行业

领域的销售和服务，第三事业部主要负责冶金、环保、工艺美术等行业领域的

销售和服务， 第四事业部主要负责钢结构、 工程技术等行业领域的销售和服

务，第五事业部主要负责煤炭、安全生产等行业领域的销售和服务，第六事业

部主要负责石油石化等行业领域的销售和服务， 第七事业部主要负责国防科

技、电子等行业领域销售和服务，第八事业部主要负责研究报告销售和服务，

第九事业部主要负责防腐、涂装等化工行业领域的销售和服务。 现阶段，商业

信息服务的销售以电子邮件、QQ、微信、电话销售为主，销售人员主要集中在

北京。

②销售管理制度

针对商业信息服务业务，公司建立有一系列销售管理制度规范销售工作，

预防销售部门内部业务重叠及保证客户服务质量。 各商务事业部可根据业务

需要，为尚未开发的行业进行立项申请，公司进行综合评审后予以批准或不予

批准。

公司通过自主开发的销售管理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销售工作进行

协助，采取与多多平台一致的销售人员竞争机制，对商业信息服务业务进行管

理。

③销售客户来源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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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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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具体销售模式

A、线上用户的销售

由于 B2B 电子商务平台的线上持续盈利能力与注册会员数量及访问量

存在密切关系， 因此公司对线上用户销售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线上注册免费用

户，增加国联资源网及旗下各行业分网的访问量。公司商业信息服务的十个销

售事业部业务人员主要采取电话、QQ、微信、上门拜访、举办线下会展活动、行

业资讯信息的方式进行线上线下服务的推广和销售， 引导其注册进行免费体

验。

对于免费会员，各事业部重点引导其向收费会员转化。 通过赠予免费会员

一定期限的低等级服务体验，比如开通商铺服务，让注册免费会员了解服务内

容、体验到会员服务对自身业务的帮助，从而发展成为收费会员以获得更多专

业服务。 这类会员对国联资源网电子商务平台有一定认知程度并获得了一定

收益，希望增强网络推广效果，获得更大收益，因此会产生获取更深层次服务

的需求，从而购买营销通等线上会员产品和会议活动、传媒推广、行业资讯等

线下会员服务。

B、线下用户的销售

国联资源网各销售事业部通过挖掘行业企业黄页数据信息、网络搜索、网

上注册的免费用户和来电咨询客户以及 CRM 系统进行管理的老客户及潜在

客户，以电话、电子邮件、微信、QQ 等多种联系方式以及组织各类行业会议活

动，来进行线下销售。 线下业务的主要促成方式为电话和微信、QQ 销售。

C、销售流程和服务保障

销售人员在与客户达成合作意向时，双方就合同关键内容进行协商，并初

步确定合同内容。 销售部业务助理会受理销售人员提交的合同文本，并检查内

容填写是否详实准确，是否存在违反公司相关合同条款规定的问题，审查完成

后通过公司综合业务管理系统、OA 和微信企业号等向审批权人发送申请，根

据合同金额的大小不同，由销售部业务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进行审批。 在合同审

批通过后，与客户签订服务合同，开始接受付款并提供相应服务。

通过各个部门的共同协作为线上线下收费会员提供全方位售后服务，以

促进会员的续费、升级。售后服务提供途径有网络技术部提供的网络运营保障

及产品服务支持，以及各事业部后台工作人员的配合。例如事业部设有综合保

障岗，其中包括买家专员、网络编辑专员、资料员、资源开发专员等。 买家专员

为客户搜集下游买家的采购信息，以提高客户的销售效率；网络编辑人员负责

针对收费会员的网上信息发布； 资料员负责本业务板块 DM 资料及外部会议

纸质资料搜集整理，以提高对外资料发送的针对性；资源开发专员负责深度资

源开发，通过对收费会员的持续服务，深度了解和挖掘一些企业的相关服务需

求，与之开展增值服务。

在服务期内， 销售人员和客服人员会就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的推广策

略、使用技巧，以及线下会议活动、广告宣传、资讯信息等服务内容与收费会员

保持密切交流，确保其使用效果，从而与客户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公司重视线下的营销服务工作， 充分了解其行业用户对于线下服务的诉

求，并为其提供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媒体推广、专业资讯等线下会员服务项

目，以积极提升服务效果。

（2）采购模式

公司商业信息服务的采购项目主要是网络服务设施、会展场地租赁、会展

配套服务、合作单位的合作费支付、外包服务等。

①网络服务设施的采购： 公司的业务运营和日常办公需要购买相应的服

务器托管、网络带宽、办公设备等，公司一般由网络技术部通过询价比价等方

式采购，基本为稳定的长期合作供应商。

②会展场地租赁和酒店采购：公司的会展业务需要选择合适的场地举办，

一般为商务酒店和会展中心。公司决定在某个城市举办会展之前，会由业务部

门和行政部门联合对该城市的酒店场地资源就地理位置、 硬件设施、 管理服

务、价格水平、配套服务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综合考察。公司在会展结束后，会进

行效果反馈与评估，从而确定下一届的场地计划。

③会展配套服务采购：公司作为会展组织方，需要负责会展部分场景的建

设，以及通过旅行社等购买相关的机票、火车票等。 公司会由业务部门和行政

部门经过详细考察、 综合比较最终会选择具有实力和经验的供应商作为合作

伙伴。

④合作单位的合作服务采购： 公司的行业资讯业务和代理业务一般会和

相关行业组织合作开展，公司专设有资源合作和策划中心，负责和行业合作单

位的联系、洽谈和签约等事宜，并协调业务部门运营项目，同时向合作单位办

理合作服务费用。

3、互联网技术服务

（1）销售模式

公司的互联网技术服务主要通过国联全网和西南电商为客户提供基于

“互联网＋” 的全网总体设计、平台建设、系统开发、咨询培训和电子商务工程

等专业服务；通过小资鸟帮助传统品牌企业运营其在天猫、京东的网上店铺。

①本业务板块的销售管理制度

根据客户信息来源的不同，本业务板块的销售管理制度分为两种：

A、 通过流量推广和在互联网上获取的意向客户咨询或招标信息， 通过

SEO 推广专员和投标专员获取信息后，根据分公司和北京总部的区域划分的

前提下，将客户资源流转分配到具体负责的销售人员。

B、客户资源为销售人员自主发掘的，在公司建立的统一销售管理制度的

基础上，通过销售管理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执行。公司规定销售人员在发

掘客户后， 客户资料信息一经录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并通过相关负责人审核

通过后就拥有对这位客户的管理权限，负责销售及售后的服务和后续开发，其

他销售人员不得再与此客户联系； 但如果连续三个月没有将该客户发展为收

费会员或没有服务记录， 此销售人员的管理权限无条件解除且该客户成为公

共资源，其他销售人员可以再次录入客户信息以获得销售及管理权限。

②本业务板块获取客户、取得订单的方式和途径

公司依托于国联资源网来提供互联网技术服务，本业务板块获取客户、取

得订单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在国联资源网、国联全网的线上推广和相关

网络营销途径发布服务信息， 吸引有需求的企业主动联系公司的客服和销售

人员来订购此服务；二是通过国联资源网销售人员的介绍和推荐，将网站会员

服务、会展服务务、行业资讯服务和代理服务等板块的客户转化成本业务板块

的客户；三是公司销售人员对于新客户的直接线下开发；四是公司长期对公开

招投标信息进行跟踪、采集，依托国联资源网旗下的阳光采招网平台，对相关

招标项目进行搜集整理，对符合公司要求的招标项目，公司业务部门会及时组

织投标，在项目中标后，发展成为公司的客户。

③本业务板块的具体销售模式

A、销售方式

通过 SEO 推广、国联资源网销售人员介绍和推荐、通过阳光采招网等招

标采购网参与投标、 销售人员自行挖掘以及老客户介绍等方式， 获取客户资

源，并转化为订单。

B、销售流程和服务保障

销售部门获得意向客户后，即销售人员、咨询架构部门和技术、推广部门

人员组成项目小组，进行提案和洽谈，制作标书、进行投标。 签订合同后，即进

入项目执行系统进行各模块的合同进度管理，根据合同服务项目不同，分别由

咨询架构部、平台建设部、系统开发部、营销推广部开展执行服务。 期间，由项

目小组负责人员与客户统一跟进需求对接和任务调整分配。 工作进度严格按

照全网执行系统，并设有时间节点对应的奖惩机制。 同时，客户也能同步在系

统上查阅工作进度和模块内容。 之后，按合同约定，由客户进行验收，完成项目

任务。

（2）采购模式

公司的互联网技术服务的采购项目主要指外包服务。 公司的互联网技术

服务项目，为了减少人力投入，会将服务项目中的非核心部分或来不及完成的

部分服务模块外包给其他技术供应商。 公司由网络技术部具体考察筛选并确

定供应商，并由项目实施部门进行效果反馈，以动态优选供应商。

（四）发行人行业竞争情况及市场地位

目前，中国 B2B 电子商务市场总体发展比较稳定，总体竞争呈“一超多

强” 的格局，阿里巴巴作为 B2B 行业内的领军者，已经建成了全球贸易生态

圈，处于 B2B 市场第一的位置，慧聪集团、上海钢联、生意宝、焦点科技、国联

股份等多个 B2B 竞争者多头并立。

发行人作为“一超多强” 的多强之一，与慧聪集团、上海钢联、生意宝、焦

点科技等上市公司的行业地位基本相当。 各企业在各自核心行业领域均具有

较强的市场地位，如慧聪集团在内贸服务领域和广电、工程机械、IT 行业，上

海钢联在钢铁行业，生意宝在化工行业，焦点科技在外贸服务领域具有各自领

先优势。 而发行人则在内贸服务领域和涂料化工、玻璃、卫生用品、工业机器

人、新能源汽车、环保等行业具有领先优势。

（五）主要服务的销售情况

1、报告期内按业务分类的收入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网上商品交易业务 351,158.58 95.59 184,789.09 92.40 78,096.48 85.87

其中：自营电商 351,158.58 95.59 184,789.09 92.40 78,096.48 85.87

第三方电商 - - - - - -

SaaS服务 - - - - - -

商业信息服务 11,283.30 3.07 11,935.16 5.97 11,264.19 12.39

其中：网站会员服务 4,725.02 1.29 5,265.49 2.63 4,445.94 4.89

会展服务 4,078.79 1.11 4,011.07 2.01 3,557.44 3.91

行业资讯服务 925.13 0.25 830.10 0.42 1,616.53 1.78

代理服务 1,554.36 0.42 1,828.50 0.91 1,644.27 1.81

互联网技术服务 4,918.60 1.34 3,253.10 1.63 1,582.07 1.74

合计 367,360.48 100.00 199,977.35 100.00 90,942.74 100.00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按地区划分情况

单位：万元、%

区域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华东 183,052.58 49.83 101,669.32 50.84 57,728.81 63.48

华中 84,759.81 23.07 43,121.69 21.56 6,343.24 6.97

华北 28,046.66 7.63 20,259.72 10.13 13,068.07 14.37

华南 12,662.58 3.45 12,660.48 6.33 10,702.51 11.77

西南 35,872.70 9.76 19,507.26 9.75 1,964.61 2.16

东北 17,918.47 4.88 1,907.25 0.95 573.40 0.63

西北 2,574.19 0.70 789.67 0.39 504.18 0.55

港澳台 29.96 0.01 32.12 0.02 57.92 0.06

境外 2,443.55 0.66 29.84 0.01 - -

合计 367,360.48 100.00 199,977.35 100.00 90,942.74 100.00

注：本表中的华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华东包括上海、山

东、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华中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华南包括广东、广

西、海南；西南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

疆、青海；东北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五、发行人资产状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本本公司目前拥有与业务经营有关的固定资产主要有房屋及建筑物、运

输工具、办公设备、电子设备（包括系统服务器、交换机、电脑及其他电子设备

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固定资产分类 原值 累积折旧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5,193,282.44 6,492,358.73 18,700,923.71 74.23

办公设备 494,844.38 297,587.00 197,257.38 39.86

电子设备 6,789,278.12 4,491,876.54 2,297,401.58 33.84

运输工具 2,340,980.04 652,303.94 1,688,676.10 72.14

合计 34,818,384.98 11,934,126.21 22,884,258.77 65.72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土地使用证编号

房屋所有权

人

建筑面积

（m2）

位置

1

X京房权证丰字第

493118号

京丰国用（2015出）第

0800366号

国联全网 2,835.02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六区 3号楼 1至 10层全部

2

京房权证市海股字第

2290197号

京市海股国用（2003出）

字第 2290197号

国联股份 197.74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 1

号楼 701

3

京房权证市海股字第

2290198号

京市海股国用（2003出）

字第 2290198号

国联股份 154.36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 1

号楼 702

4

京房权证市海股字第

2290199号

京市海股国用（2003出）

字第 2290199号

国联股份 171.19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 1

号楼 703

发行人主要房产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六区 3 号楼 1 至 10

层全部，2004年 1 月 1 日， 发行人子公司国联全网与北京中关村道丰科技商

务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 588101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购

买总价款 1,741.57 万元。 发行人已足额支付上述购房价款。

发行人持有的京丰国用（2015 出）第 0800366 号土地证规划记载的地类

（用途）为工业，X 京房权证丰字第 493118 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性质

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工业用房。 发行人该房产用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日

常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房屋租赁

1、租赁的房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租赁的房屋如下：

序

号

出租人

承租

人

租赁地址

面积

（m2）

租金

（元 /年）

租赁期限 用途

房屋所有权证

号

是否涉

及集体

或划拨

用地

房屋所

有权证

记载用

途

1

北京盛世悦

翔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中招

阳光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

环西路 188号 16区

1号楼中研国际大

厦 5层

460.51 790,004.91

2018.09.16

至

2020.09.15

办公

X京房权证丰

字第 443592

号

否

工业用

房

2 苑颖硕

中招

阳光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

大厦 A座四层 415

号

90.00 120,000

2018.09.18

至

2019.09.17

办公 - - -

3

三河市城美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国联

股份

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102国道南侧、迎宾

南路西侧维多利亚

D座 1203、1205室

154.05 72,600

2016.09.16

至

2019.09.15

办公

三河市房权证

燕字第

155910号

否 公寓

4 贾琴

国联

股份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

信息路 1号楼 603

室

171.19 180,000

2019.01.01

至

2020.12.31

办公

X京房权证海

字第 127533

号

否 综合

5

北京玉渊潭

物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第二分公司

国联

全网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

路 115号 B座 023

室

37.00 54,020

2018.09.28

至

2019.9.27

办公 注 1 -

6

北京玉渊潭

物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第二分公司

国联

广告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

路 115号 B座 020

室

114.00 166,440

2018.09.28

至

2019.9.27

办公 注 1 -

7

江苏化工品

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

张家

港涂

多多

张家港保税区石化

交易大厦 1601室

95.07 42,782

2018.10.25

至

2019.10.24

办公

张房权证金字

第

0000319549

号

否

商业服

务

8

成都市荣宣

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蜀品

天下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

大道 1388号美年广

场 D座 494

71.77 26,400

2019.01.01

至

2019.12.31

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2930349

号

否 办公

9 陈美娜

涂多

多电

商

上海市嘉定区曹安

公路 1909号 1901

室

72.75 12,000

2017.04.05

至

2021.04.04

办公

沪房地嘉字

(2015)第

019534号

否

商业、办

公

10

江苏化工品

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

张家

港玻

晶

张家港保税区石化

交易大厦地下一层

101室

90.00 20,000

2017.09.01

至

2019.08.31

办公

张房权证金字

第

0000319549

号

否

商业服

务

11

平昌县东城

物流有限公

司

巴中

蜀韵

平昌县江口镇大宁

村东城物流园办公

楼四楼 3号

60.00 18,000

2018.07.07

至

2019.07.07

办公 注 2 - -

12

宁波电商城

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宁波

顶创

太化

宁波市江北区长兴

路 677号、685号、

687号 3幢 8-1-27

室

11.50 注 3

2018.12.17

至

2019.12.16

办公

甬房权证江北

字第

2014009547

号

否 办公

13

宁波电商城

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宁波

中玻

嘉岩

宁波市江北区长兴

路 677号、685号、

687号 3幢 8-1-25

室

11.50 注 3

2018.10.24

至

2019.10.23

办公

甬房权证江北

字第

2014009547

号

否 办公

14

南充友豪置

业有限公司

（注 4）

南充

凌云

天下

南充市高坪区永丰

路二段 48号友豪国

际家居博览中心第

21栋一、二层 1F;

2F

1,333.41 640,036.80

2017.12.25

至

2020.12.24

办公

南充市国用

2015第

002399号

否

商业服

务

15

无锡周新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国联

全网

无锡滨湖区太湖街

道新园路周新苑

280号社区配套房

立信大厦 603

184.90 67,488

2018.7.1至

2019.6.30

办公

锡房权证字第

BH10006412

22号

否 -

注 1：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坐落于北

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5 号 B 座 023 室和 020室的房屋， 建筑面积分别 37 平

米和 110平米， 房屋权属归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所有， 该房屋设计用途为办

公，属于合法建筑，不在拆迁范围之内。

注 2：根据平昌县电子商务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平昌县东城物

流有限公司租赁给巴中蜀韵使用位于四川省平昌县江口镇大宁村东城物流园

办公楼四楼 3 号，面积 60 平方米，因是新建房，无房屋产权证，同意房屋用途

是商业，可以作为办公场所使用。

注 3： 宁波电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管理委员

会下属公司，依法承租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677 号、685 号、687 号三幢，分割

后转租给招引的电商企业和电商服务类企业和平台， 根据发行人与其签署的

租赁合同， 宁波电商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暂代发行人向出租人支付研发办公

及生活所需的房租、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 发行人何时以何比例向宁波电商

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这些费用按其标准执行。

注 4： 根据发行人子公司南充凌云天下与南充友豪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

《租赁管理合同》，南充友豪置业有限公司为出租方，南充凌云天下为承租方，

南充市高坪区商务局为支付方， 发行人在南充市高坪区建设电子商务进农村

项目，为促进项目开展，高坪区商务局为发行人提供业务开展所需房屋。

发行人部分租赁房产未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无法判断土地类型， 已取得不

动产权属证书的租赁房产不涉及集体或划拨用地， 租赁房产用途均符合土地

规划用途。 发行人租赁房产均作为一般办公场所， 且不是发行人主要办公场

所，该房屋无法正常使用对发行人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发行人部分办公用房租赁期限较短，已到期租赁房产均已续签，发行人所

租赁房屋主要为一般办公用房，发行人对房屋无特殊要求，发行人能够快速在

找到替代性经营场所，到期无法续租对发行人日常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无偿使用的房产

（1）邻水县商务局无偿提供房产

2017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与邻水县商务局签订《邻水县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建设项目合同》，约定发行人在 2017 年 2 月 6 日前在邻水县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专为项目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及站点建设、 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 农产品电商配套项目和农村电子商务培

训。

为促进项目的实施， 广安县商务局将位于邻水县宏帆广场广邻大道 257

号、301 号商铺无偿提供给广安御临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使用，2017 年 2

月 9 日，发行人以此地址注册成立广安御临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为邻水

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项目服务。

根据邻水县商务局出具的证明， 邻水县商务局将位于邻水县宏帆广场广

邻大道 257 号 301 号场地，面积 251 平方米，无偿提供给广安御临天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使用，使用期限是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此

房无房产证，产权系国有资产，不属于“双违” 建筑，不在规划拆迁范围内。 已

征得相关利害关系人同意，可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重庆科牧科技有限公司无偿提供房产

重庆科牧科技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子公司重庆市国联科牧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少数股东，持有国联科牧 30%股权。重庆科牧为重庆市兴荣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市兴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重庆市荣昌区国

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根据重庆科牧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无偿使用证明》，重庆科牧科技有限

公司将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灵方大道 22 号 3 号楼 4#、5# 房间提供给重庆

市国联科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无偿使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稻城天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18 日，蜀品天下与稻城县发展改革和商务投资促进局签署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电子商务脱贫奔康示范县项目政府采购合

同》，约定蜀品天下注册成立独立法人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建设和建成后的运

营工作且自达成所有项目建设的效果及功能要求起连续运营 6 年以上。

根据稻城县发展改革和商务投资促进局提供的《房屋无偿使用协议》，稻

城县发展改革和商务投资促进局将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金珠镇亚卓街

13 号的房屋无偿租赁给稻城天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用于办公， 房屋面积 90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

上述发行人无偿使用房产均为发行人为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在当地

设立的子公司的办公场所，均为一般办公用房，不存在不可替代性。

3、签署的仓储合同

报告期内，为了适应业务的发展的必要，发行人与专业的仓储、储运、物流

类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由其提供仓储空间，并提供日常保管、货物装卸等服务，

发行人按照存放货物数量或使用空间大小按期支付仓储费用， 合同对方为专

业仓储储运公司，能够持续稳定地提供该项服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发行人正在执行的仓储合同如下：

（1）佛山市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10 日， 涂多多电商与佛山市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仓储协议书》， 仓储地址为佛山市禅城区佛罗公路 166 号， 合同有效期为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到期后如双方没有提出任何

异议，合同自动延期一年，如有异议，需提前 30 天通知对方终止合同，截至本

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合同已自动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涂多多电商按照

每吨每天 0.5 元支付仓储费，并另外支付汽运入库费、出库费等。

佛山市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货物装卸服

务、仓储管理、公路货运、货运代理等。

该仓库土地使用权人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佛禅国用

（2014）第 1200800号土地证，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仓库（煤场）），使用权

类型为出让。

（2）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仓储合同

2018 年 1 月 1 日，涂多多电商与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签订《仓储保管

合同》，仓储地址为天津市武清县农场界内，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到期后如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则合同继续有效一

年。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双方均未提出异议，该合同已自动续期至 2019

年 12 与 31 日。 涂多多电商按照每吨每天 0.8 元支付仓储费，天津市鹏昇达物

流公司负责仓库入库、保管、出库等，并另外收取装卸费、分拣费等。

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仓储服务， 装卸搬

运服务，铁路运输代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等。

该仓库产权人天津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持有编号为武国用 （1995）字

第 072 号土地证，土地用途为仓储（未载明土地性质）。 根据天津市供销合作

总社出具的说明，天津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已注销，原天津市农业生产资料

总公司前述土地划拨给天津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河西公司， 天津市鹏昇达物

流公司归属天津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河西公司管理。

（3）上海宏明旺仓储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涂多多电商与上海宏明旺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

合同》，仓储地址为上海上金山区亭林镇九工路 939 号，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涂多多电商按照每吨每天 0.88 元支付仓

储费，并另外支付入库费、出库费、铁路车皮接车费、批号分理费、内贸打托费

等。

上海宏明旺仓储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仓储服务（除危

险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服务、包装服务等。

该仓库产权人上海百辉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沪（2016）金字

不动产权第 005640 号不动产权证，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工业。 上海

宏明旺仓储有限公司与上海百辉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已签署租赁协议。

（4）成都中天化工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涂多多电商与成都中天化工储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仓储服务协议》，仓储地址为成都市龙泉区洪安镇文安街 1 号，合同有效期

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涂多多电商库存 200 吨以内每

月支付固定保底仓储费 3,000 元， 库存超过 200 吨的部分每天每吨加收 0.6

元仓储费，并另外支付到达车站服务费（包括综合服务费、卸车费、专用线相关

费用）、汽运入库费、出库费等。

成都中天化工储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货物装卸

及搬运，仓储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除外），带

储存设施的经营。

该仓库产权人四川曙光储运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龙国用 （2007）第

74474号的土地证，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成都中天化工

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曙光储运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同意成都中天化

工储运有限责任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使用四川曙光储运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

设备、设施。

（5）上海利澜物流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 日，涂多多电商与上海利澜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仓储服务

协议书》，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4月 2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涂多多电商与上海利澜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仓库地址变

更为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 419 号， 涂多多电商按照每吨每天 0.8 元支付仓

储费，并另外支付进仓费、出仓费、批号分理费、换包费等。

上海利澜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道路货物运输、仓

储服务（以上范围除危险化学品），装卸服务。

该仓库产权人上海优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沪房地嘉字

（2007）第 015283 号的房地产权证，记载使用权来源为出让，用途为工业。 上

海优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上海沪蒙物流有限公司负责该土地及房屋

的租赁； 上海沪蒙物流有限公司将该土地及房屋出租给上海利澜物流有限公

司使用。

（6）上海宏法物流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31 日，涂多多电商与上海宏法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仓储租

赁合同》，仓储地址为上海市嘉定区丰年路 199 号，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涂多多电商按照每吨每天 0.8 元支付仓储费，并

另外支付入库费、出库费、铁路接车费等。

上海宏法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运， 仓储服

务，人工搬运服务。

该仓库产权人上海盘江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沪房地嘉字

（2006）第 017563 号的房地产权证，土地性质为出让。 上海宏法物流有限公

司与上海盘江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已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2022 年 9 月 10日。

（7）广州穗杰仓储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5 日，涂多多电商与广州穗杰仓储有限公司签订《物资储

运合同》，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涂多多电

商按照每吨每天 1 元支付仓储费，并另外支付入装车费用、卸车费用等。 2018

年 9 月 28 日，涂多多电商与广州穗杰仓储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仓

库地址为广州市黄埔区信华路双沙工业园区白石岗 16 号仓库。

广州穗杰仓储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包括其他仓储业（不含

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装卸搬运。

该仓库产权人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双沙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持有编号为

穗集地证字第 0107687 号的基地土地房产证，使用性质为非居住。 广州市黄

埔区大沙镇双沙村第二经济股份合作社已出具证明， 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双

沙第二经济合作社与其系同意经济主体。 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双沙第二股份

经济合作社与广州市和发仓储有限公司已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29 年 4月 30日；广州市和发仓储有限公司已将其转租，并与广

州穗杰仓储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29 年

4月 30日。

（三）主要无形资产

1、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用于 B2B 电子商务的主要商标情

况如下：

上述 26 项商标均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自主申请取得， 不存在权属纠纷。

发行人主要从事 B2B 电子商务业务，面向对产品和服务有较强较为丰富的专

业知识和鉴别能力的企业用户。 凭借发行人在服务品质和产品质量方面的优

势，上述注册商标在业内已经形成了显著的辨识度、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了

发行人品牌和信誉的建立， 有利于发行人产品销售的增加和市场占有率的扩

大。

2、软件著作权（软件产品证书）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用于 B2B 电子商务的主要软件著

作权共有 158 项。

发行人拥有的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均为发行人员工创作， 属于职务创

作，软件著作权均为发行人原始取得，著作权人登记为发行人，全部权利属发

行人所有。 发行人所有软件著作权的创作人均为发行人员工， 均已签署承诺

书，承诺其所创作的软件著作权归发行人所有，创作人对软件著作权权属无异

议，发行人拥有的软件著作权无权属纠纷。 发行人从事 B2B 电子商务业务，软

件著作权是发行人开展日常经营的基础。

3、域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办理备案正在使

用的网站域名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注册人 到期日期

1 baijiu001.com 国联股份 2020.5.17

2 ueiibi.com 国联股份 2023.6.27

3 ibicn.com 国联股份 2022.12.1

4 cnmeti.com 国联股份 2021.3.1

5 shebeiask.com 国联股份 2021.2.23

6 ibiall.com 国联全网 2024.2.22

7 toodudu.com 涂多多电商 2020.12.30

8 boododo.com 玻多多电商 2021.4.13

9 wdoodoo.com 卫多多电商 2021.6.3

10 xzbird.com 小资鸟 2020.11.14

11 myyishu.com 中艺博雅 2021.2.23

12 ygbid.com 中投经合 2023.6.14

13 xumu86.com 国联科牧 2022.10.13

14 yulinlg.com 广安御临天下 2020.03.20

15 zhaoaotu.com 国联股份 2019.12.7

16 evcar360.com 国联全网 2021.5.20

（四）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无特许经营权。

（五）主要经营资质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拥有的主要经营资质如下：

特许经营权名称 注册号 颁发日期 所有权人 有效期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

许可证

京 ICP证 120067号

2012年 2月 9日

国联股份

2012.2.9 至

2017.2.9

2012年 7月 18日

2012.7.18 至

2017.2.9

2017年 1月 17日

2017.1.17 至

2022.1.17

2018年 10月 8日

2018.10.8 至

2022.1.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JY11108220074460 2016年 1月 4日 国联股份

2016.1.4 至

2021.1.3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

证书

XZ3110020162417 2016年 9月 30日 国联股份

2016.9.30 至

2020.9.30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京 B2-20170164 2017年 2月 3日 玻多多电商

2017.2.3. 至

2022.2.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沪（奉）安监管危经许（2017）200194 2017年 1月 17日

玻多多电商上

海分公司

2017.1.17 至

2020.1.16

沪（奉）安监管危经许（2017）200931 2017年 4月 13日

2017.4.13 至

2020.4.12

沪（奉）安监管危经许（2018）200603（FY） 2018年 3月 9日

2018.3.9 至

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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