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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四川蜀品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WL2C1D

法定代表人 何治平

成立日期 2016年 07月 06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段 2039 号天府菁蓉大厦 36 栋 2

楼 3号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教育信息

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销售农副产品；市场营销策划；图文

制作、设计；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销售食品（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11、重庆市国联科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联科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本

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直接持有其 70%股权， 国联科牧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重庆市国联科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6MA5U49499Q

法定代表人 潘勇

成立日期 2015年 12月 31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灵方大道

经营范围

利用互联网销售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畜牧产品、工艺品；教育咨询服务(不得从事文化教育、职业技

能等各类教育培训活动)；食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技术服务与技术咨

询服务；市场销售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图文制作、设计；承办经批准的文化交流活动。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广安御临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安御临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2 月 9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广安御临天下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安御临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623MA62U92C92

法定代表人 姚文华

成立日期 2017年 02月 09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住所 邻水县宏帆广场凤凰路 257号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图文制作、设计；企业管理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销售：农副产品、食品、保健品、瓶装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凉山国联蜀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凉山国联蜀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月 20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凉山国联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凉山国联蜀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401MA62H4WG8P

法定代表人 何治平

成立日期 2016年 04月 20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住所 西昌市建昌东路团结安置新村 A区 3-1室

经营范围

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出国留学咨询与中介服务）；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及信息技术处理、系统集成、通信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销售建筑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巴中国联秦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巴中国联秦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巴中国联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巴中国联秦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900356221701C

法定代表人 何治平

成立日期 2015年 08月 28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四川省平昌县江口镇大宁村东城物流园电子商务城办公楼 4楼 9号

经营范围

网上销售：农副产品、土特产；教育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技术服务

与咨询服务、市场销售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图文制作、设计、策划文化交流活动；食品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巴中蜀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巴中蜀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14日。 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巴中

蜀韵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巴中蜀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923MA64XP6Q0J

法定代表人 王仟

成立日期 2017年 07月 14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住所 四川省平昌县江口镇东城物流园办公楼 4楼 3号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

议及展览服务；销售：农副产品；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

仓储服务；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6、北京涂多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涂多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月 26 日。 截至本招股意

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子公司涂多多电商间接持有其 80.395%股权，涂

多多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涂多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057MQ69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16年 04月 26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六区 3号楼 6层 601（园区）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

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7、张家港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家港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3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涂多多电商间接持有其 80.395%

股权，张家港涂多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张家港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2MA1MK8XT7K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16年 05月 0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张家港保税区北京路石化交易大厦 1601室

经营范围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

金交电及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其中危险化学品限按许可证经营）、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纺织品、日

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观赏植物、金属矿、非金属矿、矿产品、煤及煤制品、石油制品（危险化学

品、成品油除外）、装潢装饰材料的网络销售；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与贸易有关的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张家港保税区玻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玻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 截至本

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玻多多电商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张家港玻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张家港保税区玻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2MA1Q5M7D0W

法定代表人 赵金恒

成立日期 2017年 08月 29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住所 张家港保税区石化交易大厦地下一层 101室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推广；销售玻璃及玻璃制品、化工产品、日用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包装材

料、五金机电；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包展览展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9、宁波顶创太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顶创太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子公司涂多多电商间接持有其 80.395%股权，

宁波顶创太化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顶创太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5MA2AF72H2R

法定代表人 刘俊宅

成立日期 2017年 10月 26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677号、685号、687号 3幢 8-1-27室

经营范围

高分子材料、环保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水性涂料、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矿产品（除专控）的批发、零售及网上销

售；煤炭批发（无储存）；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会

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乡城白藏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乡城白藏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乡城白藏房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乡城白藏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336MA6698GM6D

法定代表人 何治平

成立日期 2017年 10月 27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住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香巴拉镇金珠路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转让；图文制作、设计；企业管理服务、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农副产品、食品、保健品、瓶装酒销售；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宁波中玻嘉岩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中玻嘉岩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子公司玻多多电商间接持有其 90%股权，宁波

中玻嘉岩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中玻嘉岩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5MA2AF73422

法定代表人 毛晓兵

成立日期 2017年 10月 30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677号、685号、687号 3幢 8-1-25室

经营范围

环保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化肥、日用品、玻璃制品、矿产品、机械设备、

包装材料的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贸易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

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自营

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南充市高坪区凌云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充市高坪区凌云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08 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南充凌云天下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南充市高坪区凌云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303MA67BWWEXH

法定代表人 彭虞

成立日期 2017年 12月 08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住所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永丰路 2段 48号友豪国际 21号楼 2单元

经营范围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品牌设计、品牌推广；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品、初级农副产品、肉制品、酒类；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教育信息咨

询；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投资理财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图

文制作、设计；组织策划文化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阆中阆迹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阆中阆迹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 截至本招

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

权，阆中阆迹天下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阆中阆迹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381MA676B7E6G

法定代表人 唐运程

成立日期 2017年 12月 27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住所 阆中市江南办事处油坊坡街（阆中电商产业园）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预包装食品、散装食

品、保健品、农副产品销售（含网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

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图文制作、设计，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建筑装饰工程。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4、稻城天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稻城天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07 日。 截至本招股意

向书签署日，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稻城天

路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稻城天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337MA695FYY99

法定代表人 郭佳欣

成立日期 2018年 12月 07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亚卓街 13号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转让；图文制作、设计；企业管理服务；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农副产品；食品；保健品；瓶装酒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报告期内注销子公司情况

甘孜州国联圣洁蜀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已注销子公司，注销前，

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蜀品天下持有其 70%的股权，纳入发行人合并范围。

圣洁蜀品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圣洁蜀品注销。

圣洁蜀品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甘孜州国联圣洁蜀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营状态 注销企业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300353617719B

法定代表人 何治平

成立日期 2015年 08月 12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住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炉城镇建设路 8号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超过 3,521 万股，总发行股

份数占发行后总股本 25%，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及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董事会负责实施，将投资

于以下 5 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额 项目备案情况

1 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4,366.78 3,979.33 京海淀发改（备）[2017]268号

2 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8,713.93 7,940.78 京海淀发改（备）[2017]269号

3 SaaS系统研发项目 12,990.96 11,838.33 京海淀发改（备）[2017]272号

4 产业互联网研发中心项目 21,409.47 19,509.90 京海淀发改（备）[2017]271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5,467.65 -

合计 53,481.14 48,735.99 -

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或

自有资金先行投入， 待募集资金到位以后再偿还先期银行贷款或置换已投入

的自有资金。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求，缺口部分将由

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分别履行了项目备案程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法合

规。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1、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现有平台的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发行人

拟在海淀区租赁 1000平米场地开展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

国联资源网综合服务平台升级；涂多多、玻多多、卫多多三个垂直交易平台升

级；阳光采招网平台升级。 本项目建设工期拟定为 2 年，总投资额 4,366.78 万

元。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意义

（1）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提升整体竞争能力

国联股份业务在向 B2B 信息服务平台、B2B 垂直交易平台及互联网技术

服务多板块业务的升级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更大程度上提升客户

服务价值。 通过本项目升级建设，国联资源网将开发舆情监测功能、行业专家

功能、商务直播、企业站自适配等功能；多多平台将完善和升级商城的商铺管

理功能、在线支付功能和电子合同功能，以及对移动 app 端全面的升级；阳光

采招网将进一步增加和完善在线招投标功能、大数据应用服务等功能。作为国

联股份发展战略主要载体的电子商务平台，通过项目的建设，其服务能力将获

得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的整体竞争能力也将得到增强。

（2）执行差异化竞争策略，满足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

企业除了产品销售需求外，在经营管理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其他需求，因此

国联股份差异化竞争策略也定位于企业不同的需求内容上。 平台的提升将逐

步满足企业在技术、管理、人才、信息化等各个方面的专业能力需求，通过专家

资源的整合和重复利用，使企业具备更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同时平台还将积极

整合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各类社会资源，降低企业的甄选成本，减少信息不对

称为企业带来的选择风险和成本浪费， 使企业在销售需求外的各种问题都得

到有效的解决。

（3）国联资源网升级的意义和必要性分析

随着 B2B 行业近年来的发展，企业行为数据和产品数据的不断汇集整合

已经十分丰富了，行业、客户、市场的舆情数据越来越多的受到企业的关注，舆

情监测系统正是基于这个思路进行建设， 旨在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

的信息监控服务。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已有技术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应用，对企业自身发展

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行业专家功能的开发就是为广大企业和行业专家建立沟

通合作的共享平台，实现产学研效益最大化，共同推进产业的技术进步。

随着信息传播的方式不断变化， 企业通过商务直播这种新媒体形式进行

营销的需求与日俱增， 通过商务直播系统的开发可以帮助企业迅速利用直播

技术进行高效的营销和推广。

移动互联网已经势不可挡，如何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效的方式协助企业

拥抱移动互联网，企业站自适配系统正是基于此思路进行研发，帮助广大企业

客户对自有 PC 网站进行简单改造即可轻松适配移动网络。

（3）多多垂直交易平台升级的意义和必要性分析

涂多多、卫多多、玻多多三个垂直交易平台将完善和升级商城的商铺管理

功能、在线支付功能和电子合同功能，以及对移动 app 端全面的升级。

商铺管理将丰富和简化入驻商铺对店铺、商品、营销、客户的管理及大数

据分析，以提高商铺的销售业绩。

在线支付功能可以让多多电商平台完善交易环节， 在传统的 B2B 电商

中，交易订单在线上执行，而资金支付流程在线下执行，线上缺少了资金的流

转环节，在线支付可以让平台完善交易环节，使得在撮合交易中收取服务费成

为可能。

传统的签章方式效率低、周期长、成本高，通过电子签章可以有效缩短签

章时间，减小签章成本，提高签章效率。多多平台将积极开发电子签章功能，帮

助上下游企业参与在线电子签章业务，提升多多平台的行业领先地位。

当前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老板和购销人员正在

快速适应通过手机进行办公、采购和销售。 伴随移动终端用户规模不断扩大，

移动互联网建设越来越成熟， 基于移动终端的服务将成为平台的重要价值体

现。 因此，升级各平台的移动服务体系将是提升国联竞争优势，提高客户价值

的重要途径。

（5）阳光采招网平台升级的意义和必要性分析

为了降低企业运作成本， 提高企业招投标工作效率， 规范企业招投标流

程，同时便于企业管理层对整个招投标流程进行有效监督，基于以上思路进行

在线招投标系统的开发，以更好的服务于广大企业客户。 同时，随着平台项目

数据海量增加，通过大数据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清洗，提取特征信息，并展开

深入挖掘，为广大客户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越来越强，通过大

数据应用系统的研发，可以为广大企业客户提供项目预测，决策支持等增值大

数据服务。

通过以上各系统的升级和研发， 可以为广大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多样化产

品和高品质的服务，从而不断增强现有平台的竞争力，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3、市场前景分析

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迅速，行业前景广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规

模的增长，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张，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增

长动力已经从传统的网络零售逐渐转为 B2B 业务，B2B 业务也从简单的提供

信息黄页模式的 1.0阶段逐渐步入以在线交易为主的 2.0阶段。

（二）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B2B 电子商务业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但同时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

竞争，随着 B2B 电子商务的深入，特别是交易平台的发展，深入传统产业的属

地化营销和服务日益重要。 为此，发行人在北京、四川、重庆、山东、江苏、河北

等地营销体系的基础上，计划继续推进全国布局布点，在上海、成都、武汉、天

津、厦门、无锡、佛山、重庆、太原、涿州、邯郸、张家港、菏泽等区域产业集中区

和企业分布相对集中的大中城市以加强或增设方式， 建立健全一个基本满足

国联资源网，特别是多多电商平台属地服务的全国营销网络，深入加强区域销

售能力，提高客户服务效率。 本项目建设工期拟定为 2 年，总投资额 8,713.93

万元。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意义

（1）B2B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属地化的区域营销体系成为必然

中国 B2B 市场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出现了明显的新的发展趋势。

随着垂直类交易平台的快速崛起、供应链服务的不断深化，原来以集中呼叫中

心销售和总部远程派出式服务的营销模式已无法满足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

而属地化的区域营销体系的价值和作用将日益增大。

区域营销体系主要围绕产业集群建立， 因此区域营销中心可以更有针对

性的为该产业集群企业提供深入专业的服务。 由于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终端

用户和次终端用户，因此可以更快速的响应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加快速有

效的售前和售后服务。 同时，区域营销中心更接近市场一线，更易获得市场的

客户的最真实需求，从而更利于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提升。

（2）有利于推动向以“实现客户价值” 为导向业务流程升级

建设区域营销服务体系，可以增加公司和客户的面对面接触机会，从而使

员工对客户需求建立更直观的认识，可以更好的树立员工的客户价值观，从而

使他们能够真正的以客户价值为需求导向，促进销售流程、服务流程、产品规

划流程都真正的实现以客户价值为导向。

（3）有利于快速抢占市场，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建立区域营销服务体系，更易促进公司与客户信任关系的建立，以及服务

工作的深入，从而大大降低销售难度，缩短销售周期，使营销和服务工作能够

以更高的效率推进。 公司的长远发展依赖于客户基数的不断扩大和客户需求

的更精确满足，建立区域营销服务体系后，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得到更有效的解

决，从而满足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

（4）有利于为优秀员工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和环境，促进团队成长

公司目前优秀员工众多，目前集中在北京地区的营销模式，对于员工成长体

系性建设空间有限。而建立区域营销服务体系，可以给优秀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

平台，公司的员工成长体系也将更加立体化。丰富的成长体系和发展空间将大大

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能力上限，从而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5）有利于推动“客户需求” 为导向的产品升级模式

目前 B2B1.0，即信息服务平台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影响平台对于客

户价值的实现，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客户不同需求缺乏直接的掌握以及有

效及时、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手段；而 B2B2.0，即垂直交易平台，则更需要深入

行业，深入客户一线，才能在满足市场普遍需求的同时，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

建立区域营销服务体系， 可促进公司在第一时间掌握客户最真实可靠的

需求，使公司的产品规划工作更加有据可依，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特点，从而推

动公司产品服务的不断升级，以此不断获取新的赢利点和扩大客户规模，更好

实现“服务产业链，助企业发展” 的公司宗旨。

（三）SaaS 系统研发项目

1、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现有的电商交易处理效率， 同时为上下游客户提供更

深度的供应链信息化的服务，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发行人拟在海淀区新购

买 1,000平米办公场地开展 SaaS 系统研发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云管理系统、

云MRP 系统、云物流系统、云仓储系统。 本项目建设工期拟定为 2 年，总投资

额为 12,990.96 万元。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意义

（1）SaaS 服务是 B2B 电子商务深化服务的必然要求

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 + 和供给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不可逆趋势，更

是产业互联网和 B2B 电商的春天和战略机遇期。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发布的

《中国 B2B 电子商务市场年度分析简报（2016）》列出，SaaS 的广泛应用是

B2B 发展的重要趋势，效率、收益的双驱动下，B2B 企业对于 SaaS 的需求将

被进一步挖掘。 B2B 企业将引领传统产业上下游企业，共同接入平台 SaaS 的

高效服务。

（2）行业竞争对手都在积极开发适应自身业务的 SaaS 系统

纵观 B2B 行业内的重要竞争对手，基本都在综合服务平台和垂直交易平

台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服务功能， 例如慧聪集团加强在线交易和供应链金融等

服务，上海钢联加强智能化云仓储、信息化物流、供应链管理等服务，这些服务

必然需要 SaaS 系统支撑。 面对产业发展的大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发展，国联股

份也必须结合自身业务需求，及时升级开发相关 SaaS 系统，才能保持足够的

市场竞争力。

（3）B2B 电商深入企业级服务要求公司具备更强的 SaaS 能力

自 2015 年起，B2B 电商开始涉足企业级服务领域，希望为中小企业提供

更加深入的服务。B2B 电商向企业服务方向的延伸，将使企业的内部经营更高

效，外部市场更扁平，加速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进程，推动全行业的“互联网

+” 升级。 这就要求公司具备更强的系统开发能力，不断满足用户的服务需求，

适应市场高速成长的发展趋势。

（4）国联股份的业务发展对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联股份的发展已经迈过了创业初期的发展阶段，进入高速成长通道。在

这个阶段， 公司需要更加精细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来保证产品的创新和用

户价值的实现。 项目开发的云管理系统、云 MRP 系统、云物流系统、云仓储系

统可以有效积累用户数据， 便于进行市场分析后为产品创新提供积极的指导

意见，同时其高效的管理方式又可以快速搜集和响应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更

加完善的售前和售后服务工作。 因此项目的实施给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

的不断拓展，还有内部管理机制和管理体系的提升。

（5）为公司整体战略的推进提供高效技术保障，提升整体竞争能力

随着近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 IT 技术发展，电子

商务企业发展也面临着运用新技术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打造核心竞争力的迫

切需求。 公司提出研发的云管理系统、云 MRP 系统、云物流系统和云仓储系

统都是着眼于 B2B 发展趋势和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以市场为导向，加快

技术进步和核心产品升级，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项目的实施必然使公司

未来整体竞争能力得到大大增强。

（6）进一步提升平台服务质量，不断满足用户信息化需求

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高效满足广大企业用户的信息化需求， 促进企业用

户具备从基本的信息化管理，到营销、物流、仓储等各个环节有效使用专业的

系统软件，且部署云端，费用低廉，无需技术维护人员；从而降低企业的甄选技

术系统的成本，帮助企业减少选择风险和成本浪费，使企业能够迅速低成本获

得诸多管理和采销方面的云应用，快速提升信息化水平。

（7）高效整合交易资源，极大提高服务效率和数据管理能力

新研发的 SaaS 系统包含了云管理系统、云 MRP 系统、云物流系统和云

仓储系统，能更加高效便捷的整合上下游交易资源，极大促进电商交易和会员

服务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效能。 同时各系统使用了先进的云端数据库技术与数

据管理技术，将使数据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高，且在用户的并行操

作与数据管理方面也会有极大地改善。

（四）产业互联网研发中心项目

1、项目概况

为抓住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机遇， 加强产业互联网的技术和产品研发能力

建设，以促进未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发行人拟在海淀区购置 1,800平米办公用

房以开展产业互联网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公场所购置、软硬件体

系搭建、团队搭建。 本项目建设工期拟定为 2 年，总投资额 21,409.47 万元。

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意义

（1）建立研发中心是国联股份自身发展的必然需要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具备一定的客户基础和服务能力。在业务快

速增长的同时，如何不断增强竞争能力，保持可持续发展，是公司面临的重大

课题，技术驱动和产品创新能力建设则是其关键环节。

（2）产业机遇要求国联股份必须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

国家“十三五” 规划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将电子商务及信息化工作纳入了

重点支持发展的范畴， 如何充分利用好现在良好的发展环境， 加快公司的发

展，为公司的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有赖于公司自身研发能力的持续增强。

公司主营业务为 B2B 电子商务，属于产业互联网范畴，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未来二十年将

成为产业互联网爆发的黄金时代。产业互联网不仅把企业和企业、把产业的上

下游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是能够连接企业内部的生产运营数据，将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进行共构连接。 因此，公司必须抓住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机遇，加强

产业互联网的技术和产品研发能力建设，以促进未来的持续快速发展。

（3）研发中心是成功电子商务企业的共识

纵观阿里巴巴、慧聪、上海钢联、焦点科技等上市公司，都具备自己的研发

中心，并且研发中心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难发现，

当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如何能够深入的对行业和技术进行研究，

持久的建立竞争优势就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思考方向，而研发中心是关键。

（4）互联网行业技术化、数据化的特征要求公司建设研发中心

互联网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驱动以及重视数据研究的行业， 绝大多数

的竞争优势以及产品创新都来源于技术研究以及数据的挖掘。 建立自己的研

发中心，将大大提高公司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数据挖掘能力以及趋势跟踪能

力，有力的帮助公司不断增强竞争能力，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持续的增长

和盈利。

（5）研发中心的建设是公司打造技术驱动型企业的重要保障

研发中心建设将使公司真正成为一家智力密集型、 技术驱动型的新型企

业，及以研发为大脑，营销为手臂，使服务深入满足客户需求，技术领先竞争对

手，战略具备前瞻性的优秀企业。

（6）研发中心建设将高效提升公司的产品创新能力

研发中心将大大提高公司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能力和产品创新力

度，极大推动现有主营业务的更高效发展，并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浪潮中，持

续保持领先性和竞争实力。

（7）研发中心建设将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和升级带来极大价值

研发中心通过建立大数据应用体系，着力于产业大数据，产业链大数据，

工业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 产业大数据主要包括行业、市场、技术、人才、政策

等数据信息，可以为公司会员企业提供决策支持。产业链大数据在多多交易平

台基础上，建构 B2B 数据共享体系，通过对交易、物流、仓配等数据的挖掘应

用，可以为未来 B2B 产业链管理升级提供大力支撑。 工业大数据立足国联资

源网和多多平台制造型会员的生产运行，及建构工业数据共享体系，可以为未

来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相关业务提供积极支撑。

研发中心通过对智能工厂运行体系的研发， 可以在公司互联网 + 业务、

B2B 电子商务和 SaaS 服务体系的基础上， 在未来为国联资源网和多多平台

的上下游制造型会员企业提供智能工厂的解决方案， 并进一步促进会员企业

接入和使用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和 SaaS 服务系统。

研发中心通过对工业互联网体系的研究，是对公司 B2B 电子商务、大数

据应用、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的产业互联网方向上的不断深入和递进，以期在未

来可以为会员企业持续提供领先性平台服务和解决方案产品， 确保公司战略

的达成和升级。

（五）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为增强公司资金实力、降低财务费用、加快募投项目建设，使公司主营业

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结合公司目前资金情况、未来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

公司计划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6,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本招股书关于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规模

的测算当中，有关未来三年营业收入的数据仅为假设数据，不构成公司对于未

来业绩的盈利预测。

在对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的新增需求量进行测算时，主要参考《国家发展

改革委、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的通知》（发改投资

[2006]1325 号），具体计算公式为：

流动资金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目前，发行人主要提供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商业信息服务和互联网技术服

务三类业务，其中，商品交易业务为 2015 年新增业务，处于发展初期，扩张速

度快， 预计 2019 年、2020年和 2021 年将分别实现 60%、50%和 50%的增长

率。 商业信息服务为发行人传统业务，目前销售收入规模相对稳定，预计未来

三年将保持平稳，互联网技术服务需要较大的人力投入，预计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均能实现 10%增长率。 公司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比率取 2018 年

值，公司 2019-2021 年资金需求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预计 2020预计 2021预计

营业收入① 578,547.49 860,015.40 1,282,000.84

流动资产周转率② 4.57 4.57 4.57

流动比率③ 2.14 2.14 2.14

流动资产④=①/② 126,629.67 188,236.01 280,598.14

流动负债⑤=④/③ 59,205.91 88,010.05 131,194.12

流动资金需求量⑥=④-⑤ 67,423.76 100,225.95 149,404.02

上一年度流动资金量⑦ 42,812.09 67,423.76 100,225.95

流动资金需求量⑧=⑥-⑦ 24,611.67 32,802.19 49,178.07

流动资金累计需求额 106,591.93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保持稳定，一般而言，上一年占用的流动资金将会继

续用于下一年的业务中。 因此本表测算的是每一年度新增业务造成的流动资

金增加额。 预计未来三年公司营运过程当中所需流动资金增加额约为 106,

591.93 万元，本次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期间为 2019 年至 2021 年。 前述四项募

投项目合计铺底流动资金 10,027.58 万元， 发行人仍存在流动资金缺口 96,

564.35 万元，本次计划使用 6,0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其余流动资

金缺口由发行人自筹。

利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有助于公司不受限于流动资金的约

束，积极采取扩张型业务策略，积极开拓销售渠道，稳固自身在各细分市场中

的优势竞争地位，为股东获得更多回报，有利于降低首次公开发行对即期回

报的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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