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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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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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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东网 股票代码 00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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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宋琪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万寿南路 999 号  

电话 0513-69880410  

电子信箱 wsq1991905@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数显量具量仪 

公司主要生产五大类产品：电子数显、精密机械类卡尺系列产品；电子数显、精密机械类千分尺系列

产品；电子数显、精密机械类指示表系列产品；其它智能化、数字化精密仪器仪表系列产品；自动化测量

解决方案类产品。公司目前也是我国生产测量范围在 500mm 以上非标电子数显量具量仪的最主要厂家。公

司的产品主要用于制造业的位移测量，用途广泛，几乎所有制造业都有用到。公司以实现“智能制造”为

契机，目前已完成重大技术改造项目——高端数显量具量仪产业化项目，实现生产效率、产品制造精度、
质量稳定性显著提高，是国内率先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的数显量具量仪生产制造商。 

（二）文化及文旅业务 

1、因受国家宏观政策、经济周期和产业调整的影响，以影视、院线为核心的公司内容集成、渠道发
行板块业务发展受阻，业务量大幅下降，经营持续亏损，公司果断对影视和院线业务进行了剥离。 

2、水木动画回归主营业务进展缓慢，经营业绩不理想，其在贵阳、温州等地打造的“东方科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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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科幻谷”等大型主题乐园，“惠阳影视文化小镇”项目因政策原因暂停，公司对其进行了剥离。 

3、2019 年 7 月，成立新的文化公司，引进一流的设计规划、方案策划、文化创意团队，开始涉足文
创、文旅规划设计、运营领域，转型做文创产品和 IP 衍生品供应商。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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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30,920,072.82 247,498,984.67 247,498,984.67 -6.70% 411,582,340.50 411,582,34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53,114,926.99 -812,256,196.85 -1,017,996,134.65 115.04% 271,999,736.34 -270,167,96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772,405.97 -758,794,993.91 -964,534,931.71 84.26% -307,643,339.81 -305,811,56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877,965.49 47,926,755.53 47,926,755.53 -94.00% 198,698,961.35 198,698,96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1 -1.0776 -1.3505 115.04% -0.3608 -0.35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31 -1.0776 -1.3505 115.04% -0.3608 -0.35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60% -129.04% -193.31% 355.91% -21.51% -22.1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62,738,728.32 1,349,804,687.59 1,150,616,507.59 -42.40% 2,134,482,979.17 2,122,519,84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70,725,359.70 223,350,370.51 17,610,432.71 869.46% 1,047,569,706.19 1,035,606,567.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1,589,816.34  55,887,424.88  57,180,964.03  66,261,86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90,636.84  -29,608,906.03  -40,067,368.80  242,181,83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12,376.74  -31,359,467.27  -40,630,239.72  -60,170,32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7,614.46  5,128,303.17  9,415,575.43  -1,478,298.6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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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35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9,97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8）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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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朋 境内自然人 7.68% 57,853,383 0 
质押 30,999,990 

冻结 57,853,383 

南通东柏文化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9% 40,592,469 0 质押 19,071,428 

申媛媛 境内自然人 4.07% 30,710,000 0   

南通富海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 28,054,686 0 质押 28,054,686 

上海静观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17,229,600 0 质押 16,967,000 

朱秋萍 境内自然人 2.00% 15,054,100 0   

石莉 境内自然人 1.68% 12,648,117 0 
质押 12,646,876 

冻结 1,627,253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10,000,000 0   

曾铸涵 境内自然人 1.29% 9,754,743 0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9,048,000 0 质押 9,048,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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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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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上为公司大股东持股情况图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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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强研发、控成本、拓渠道，继续保持量具量仪行业内龙头地位 

1、公司在2019年继续加大对数显量、仪器仪表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2019年推出的数显产品，

在技术上继续保持了领先到位，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2、挖潜增效，推进成本优先战略。在原材料及配件由于大环境原因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深挖内部潜力，加强内部管

理，各方面采取降成本措施，同时加大对自动化、数控化生产模式的投入，在产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节约了大量生产

成本，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3、2019年是中国制造业较为艰难的年份，受国内宏观环境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制造业处于萎缩时期。公司通

过多方拓展销售渠道，内引外联，抵御了冲击，量具业务保持了略有增长态势。 

（二）调战略、引人才、整资源，加速推进文化文旅业务转型形成新优势 

1、文创。2019年，公司组建了一流创意和产品设计团队，进入文创产品开发领域。该团队曾为多家知名企业做高端定

制服务，拥有丰富的定制经验和海量的产品基础。公司已经初步与部分中甲球队、旅游城市和数家500强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提供IP打造、衍生产品开发、高端礼品的设计、开发、运营等综合服务。公司与敦煌莫高窟进行了接洽，初步建立联系，并

开始共同设计、开发和生产敦煌文化衍生品。 

2、文旅。公司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调整文旅业务方向，引入了设计、规划、策划、运营团队，补齐文旅竞争短板。调

整客户方向，以国内地产100强企业和文旅强市（县）为服务重点，提供IP定位、开发，文旅产品的设计、规划、策划、运

营服务。 

3、环境科技。2019年是重要起步年。作为公司未来战略转型的重要产业板块，环境科技板块经过半年的建设，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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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和各项手续办理，组建了人才队伍，初步具备了市政、环境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的综合能力，并已经对新材料、设

备租赁、新技术领域项目进行调研和布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量仪量具产品 219,095,814.41  66,375,893.92  30.30% 1.89% 11.14% 2.52% 

文化传媒收入 11,824,258.41  -9,903,293.82  -83.75% -63.57% -70.98% 21.3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114,926.99 -1,017,996,134.65 115.04% 

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比 2018 年发生较大变化，主要是因为公司对

文化板块严重亏损的子公司出售、破产清算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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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 号），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

日 2019 年 6 月 10 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②执行修订后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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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 号），对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 2019 年 6 月

17 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进

行追溯调整。 

③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 号）。本公司 2019 年属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情形，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的变化，主要是执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变化，在以下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中反映。财会〔2019〕6 号中还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

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列示。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
财务报表列报。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1,027,487.62 
应收票据 8,279,725.29 

应收账款 92,747,762.3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2,791,081.70  
应付票据      41,500,000.00  

应付账款      71,291,081.70  

④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简称“原金融工具准则”)。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

的业务模式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以及未提用的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等。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

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

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A.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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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应收票据 8,279,725.29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 8,279,725.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a）  4,758,900.00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债权投资 —  

其他债权投资（b）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4,758,9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股东权益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  -47,041,100.00 

未分配利润  -1,143,810,765.19  -1,096,769,665.19 

少数股东权益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账面价值 

股东权益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  -30,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095,030,744.96 -1,065,030,744.96 

 

B.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改变对上述金融资产项目账面价值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

面价值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账

面价值 

应收票据 8,279,725.29   — 

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8,279,725.29  8,279,725.2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758,900.00    

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758,900.00  4,758,900.00 

     

 

⑤无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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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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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对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的财务报告进行差错更正，现将相关更正事项具体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对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按照权益法核算。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资”）对国广东

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东方”）增资 1.969 亿元占有其 15%的股权。投资后公司向国广

东方派出汪汀担任董事，派出赵磊担任监事，2019 年 9 月公司改派王宋琪担任国广东方的董事，改派出王

紫琼担任监事。 

2016 年 4 月公司增资后，国广东方的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35.00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18.00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15.00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 

苏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00 

合  计 100.00 

公司向国广东方分别派出一名董事、一名监事，结合国广东方的章程约定董事会审议的重大事项权限，

东方投资对国广东方具有重大影响，能够参与国广东方的重大经营决策的确定，同时公司投资该企业的目

的是长期持有该项投资从而完善公司的文化传媒产业链布局，增加业务协同效应，因此东方投资对国广东

方的投资应作为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而不应该作为按照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金融资产核

算。 

因无法取得投资时国广东方各项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公司依据国广东方提供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

告，按照其账面净利润计算公司应享有的投资收益，公司应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6 月

分别确认投资收益-1,379.49 万元、183.18 万元、-3,152.16 万元、-1,361.85 万元。 

受经济下行和行业竞争激烈的影响，国广东方 2018 年的亏损大幅扩大到 21,014.40 万元，至 2018 年末归

属于国广东方股东的净资产为 37,218.68 万元，按照东方投资的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为 5,582.80 万

元。公司与国广东方管理层进行了解沟通，预计国广东方短期内仍将大幅亏损；同时考虑 2018 公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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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传媒板块业务大幅萎缩并出现大额亏损，文化传媒业务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原来预期的协同效应已

经无法实现，公司对国广东方的投资溢价在 2018 年末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综上所述，公司对国广东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应该在 2018 年末计提减值准备，公司按照东方投资享有

的国广东方净资产份额作为未来可变现的价值，2018 年末对该项投资计提减值 9,758.72 万元。 

2、应在 2018 年末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杰投资）

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16,999.91 万元。 

安杰投资于 2017 年 1 月初成立，公司作为劣后方出资 17,000 .00 万元，国投泰康信托作为有限合伙

人出资人民币 50,000 .00 万元 ，依据合伙协议，安杰投资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影视类、综艺类项目投资，

设立目的是为公司培育优质的影视版权资源、拓展内容渠道。 

2019 年 3 月 10 日安杰投资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公司未能及时向安杰投资支付相关的利息，已经构成

实质违约，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正式收到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发出的违约通知并催款的函。 

在 2018 年年报披露前，公司未能及时核实、发现安杰投资募集资金实际投向与披露项目不符的情况，也

未将安杰投资违约事项作为资产负债表期后事项对安杰投资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进行评估并确定是否需

要计提减值。 

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2019 年 6 月公司董事会改组后，立即展开

对 2018 年的资产负债的全面自查工作，经自查发现安杰投资募集的资金大部分未投向披露的影视综艺内

容，该项投资在 2018 年末实质上已经形成损失。 

综上所述，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应在 2018 年末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 16,999.91 万元。 

3、2018 年末公司本部亏损达到 1.22 亿元，东方投资 2018 年亏损达到 1.06 亿元，两家公司预计后期

仍将亏损，无法准确预计未来的盈利时间和金额，不应在 2018 年末和 2019 年 6 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因此公司本部 2018 年末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16,350,801.97 元，2019 年 6 月末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16,464,392.70 元； 东方投资 2018 年末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53,294.29 元，2019 年 6 月末冲回递延所

得税资产 13,927,434.63 元。 

4、为了公允反映母公司 2018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向母公司报表使用人提供更加公允的财务状

况，公司应对 2018 年末连续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现金流枯竭的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具有投资性质

的其他应收款及通过担保方式为子公司提供资金援助的款项在母公司层面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和预计担保

损失，本事项不影响 2018 年合并财务报表，只影响母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核算科目 年末余额 计提减值准备或预计负债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8,486,209.86 378,486,2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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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华尚（北京）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731,916.65 94,731,916.65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5,000,000.00 5,000,000.00 

东方华尚（北京）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15,264,833.89 15,264,833.89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预计负债  102,000,000.00 

合  计  493,482,960.40 595,482,960.40 

 

（2）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0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对 2018 年度、2019 年 1-9 月的财

务报告进行差错更正，现将相关更正事项具体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1、公司原董事陈建生涉嫌职务侵占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被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刑事立案。公司依

据掌握的资料对被涉嫌职务侵占的资产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对其他

应收惠州市骏宏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221,320,200.00 元在 2018 年末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018 年补

提该笔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99,188,180.00 元，调整减少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188,180.00 元。 

2、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 日支付给匡江红的款项 6,610,000.00 元是公司 2018 年向其借款应支付的利息，

该笔利息支出应在 2018 年度确认，应调整增加 2018 年的财务费用 6,610,000.00 元，调整减少 2018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10,000.00 元。 

3、调整减少 2018 年少数股东收益 58,242.20 元。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项    目 东方影业有限公司 
智慧橙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东方华尚（北京）文旅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价款 30,000,000.00 400,000.00 1.00 

股权处置比例 100.00% 46.67% 100.00% 

股权处置方式 出售 出售 出售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2019年12月1日  2019年7月1日  2019年12月31日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 
工商变更完成当月

的月初 

工商变更完成当月的

月末 

工商变更完成当月的

月末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报

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28,806,669.35  369,660.38  -80,685,506.13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比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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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东方影业有限公司 
智慧橙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东方华尚（北京）文旅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账面价值  299,985.00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股权产生的

利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公允价值的确

定方法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
益转入投资损益的金额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新设子公司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新设子公司上海格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实缴出资

2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新设子公司蓝途环境科技南通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4100 万元，实缴出资

15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 

（2）其他 

本公司二级子公司东方影业（霍尔果斯）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完成注销手续，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

围。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被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2019 年

12 月 20 日其公章、账簿凭证及资产债务清册被移交给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自此本公司丧失对其财务

与经营的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公司水木动画有限公司及其 9

家子公司本年度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群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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