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8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齐利国 阮永城 

办公地址 济南市山大北路 23 号 济南市山大北路 23 号 

电话 0531-88904590 0531-88904590 

电子信箱 Qi-liguo@tungkong.com.cn Ruan-yongcheng@tungkong.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0,730,107.38 696,155,828.08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852,722.50 97,276,146.69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5,918,498.98 94,854,503.21 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174,637.76 -75,181,386.68 9.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45 0.2674 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45 0.2674 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6.82% -0.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038,011,795.48 2,209,097,358.54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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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2,521,015.27 1,522,089,831.64 -0.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1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34% 44,877,967    

北京中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7% 40,641,100  质押 13,000,000 

济南发展国有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9% 33,062,400  冻结 3,320,469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12,972,175  冻结 4,743,529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65% 9,623,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9% 6,863,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66% 6,0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碳环保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4% 5,953,478    

西藏共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6% 5,680,000    

张云泉 境内自然人 1.45% 5,271,2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中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西藏共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云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271,293 股，合计持有 5,271,29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控股股东 

变更日期 2017 年 03 月 0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变更的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3 月 0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17 年 03 月 0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变更的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3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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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紧紧围绕客户的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进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不断

提升印刷类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拓展市场空间，实现产品升级。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开拓信息服务产业的市场，

大力开拓电子发票、新渠道彩票销售和档案存储与电子化业务的市场，服务类业务的收入占比逐步提高，公司业务正在由单

一制造业升级为跨制造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和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1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85.27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53%和

2.65%。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1月，本公司出资340万元，收购甘肃图腾印刷有限公司100%股权，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爱先 

 

                                                           201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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