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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5                               证券简称：ST 东网                       公告编号：2021-033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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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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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司仍然以量具量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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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特别是上半年，出口业务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公司及时做出了调整，并响

应国家号召，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投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时驱动，并进行了品牌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积极推出新产品，并于当年推向市场，取得了市场的积极认可，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测量领域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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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与磨炼，公司经营已经较为成熟稳健，研发与销售实力亦处于领先地位，随着对

研发的不断投入，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将有望继续保持。 

（二）2020年度，公司修订经营范围、调整组织架构、聘请专业人员，拟开拓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

务业务。 

公司于 2020年 12月修订经营范围，增加策划定位、规划设计、代建管理、园区运营、物业管理管理

相关表述；调整组织架构、在母公司平台成立产业研究与规划设计事业部、开发建设管理事业部、产业运

营与服务事业部以及金融服务事业部，并聘请数位专业人士。截至目前，公司完成新业务所需的初始团队

的建设，进入相关领域开展业务开拓，签署《代建管理服务及销售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书》、《委托运营管理

服务框架协议》等数份园区综合管理业务合同，公司已正式积极进入园区综合管理行业。 

公司未来将实施“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务”和“量具量仪研发生产销售”的双主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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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11,536,040.51 230,920,072.82 -8.39% 247,498,98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5,151,788.01 153,114,926.99 -802.19% -1,017,996,13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567,790.87 -151,772,405.97 39.01% -964,534,93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98,519.61 2,877,965.49 1,262.02% 47,926,75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64 0.2031 -802.31% -1.35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264 0.2031 -802.31% -1.35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162.60% -162.60% -193.3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14,955,108.03 662,738,728.32 -7.21% 1,150,616,50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4,426,428.31 170,725,359.70 -629.76% 17,610,4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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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44,989.78 61,870,149.23 44,313,892.16 72,307,00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84,195.61 -20,064,993.77 -641,630,756.17 -404,171,84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90,605.44 -3,529,109.30 -20,139,240.41 -59,008,83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72,316.77 15,584,505.59 1,500,521.66 28,385,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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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49,280 年度报告披露日 49,319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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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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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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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71,428 

陈建新 境内自然人 2.29% 17,226,187 0   

申媛媛 境内自然人 1.87% 14,069,560 0   

朱秋萍 境内自然人 1.82% 13,719,597 0   

南通富海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12,97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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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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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洵 境内自然人 1.10% 8,267,3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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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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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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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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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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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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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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由于受疫情影响，加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并未消除，全国工量具行业全年处于下降
通道。公司通过多方拓展销售渠道，建立高端量具品牌，苦练内功，通过提升产品含金量和性价比吸引消

费者，抵御了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冲击，量具业务基本保持了稳定态势。 

（二）修订经营范围、调整组织架构、聘请专业人员，拟开拓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务业务。 

公司于 2020年 12月修订经营范围，增加园区综合管理相关表述；调整组织架构、在母公司平台成立

产业研究与规划设计事业部、开发建设管理事业部、产业运营与服务事业部以及金融服务事业部，并聘请
数位专业人士。截至目前，公司已签署《代建管理服务及销售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书》、《委托运营管理服务

框架协议》等数份园区综合管理业务合同。公司已正式积极进入园区综合管理行业。 

公司未来将实施“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务”和“量具量仪研发生产销售”的双主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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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50,594.48 69,178,483.00 32.73% -3.54% 4.22%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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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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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11,536,040.51  230,920,072.82  -8.39% 无 

营业成本（元）   142,280,616.70  174,447,472.72  -18.44% 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075,151,788.01  153,114,926.99  -802.19% 

诉讼仲裁败诉以及对外

担保计提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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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 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编制。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1月 1 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9,742,021.20   -9,742,021.20 

合同负债 不适用  8,621,257.70   8,621,257.70  

其他流动负债   1,120,763.50   1,120,763.50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12 月 31 日 

预收款项  -9,874,906.94  

合同负债 8,738,855.70  

其他流动负债               1,136,051.24  

续表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原收入准则金额     影响金额      新收入准则金额 

营业成本 139,793,378.81  2,487,237.89  142,280,616.70  

销售费用 11,478,731.64  -2,487,237.89  8,991,493.75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该项会

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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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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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戴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价款 1.00 

股权处置比例 100.00% 

股权处置方式 出售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2020年9月1日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 签署协议移交公章、凭证、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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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96.3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群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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