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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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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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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98,770.48 33,044,989.78 3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730,407.62 -9,284,195.61 -25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59,431.62 -9,890,605.44 4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586,925.76 -6,272,316.77 -212.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4 -0.0123 -252.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4 -0.0123 -252.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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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781,283.51 614,955,108.03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7,156,835.93 -904,426,428.31 -3.62%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53,778,212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4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0,522.5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41,817.9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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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9,013,343.14 诉讼仲裁败诉计提预计负债。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9,615.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9,312.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7,570,976.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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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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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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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71,428 

陈建新 境内自然人 2.29% 17,226,187 0   

朱秋萍 境内自然人 1.82% 13,719,597 0   

申媛媛 境内自然人 1.73% 13,069,560 0   

蒋家远 境内自然人 1.73% 13,065,7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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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1,627,253 

南通富海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10,801,0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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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彭朋 57,853,383 人民币普通股 57,853,383 

南通东柏文化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592,469 人民币普通股 40,592,469 

陈建新 17,226,187 人民币普通股 17,226,187 

朱秋萍 13,719,597 人民币普通股 13,719,597 

申媛媛 13,069,560 人民币普通股 13,069,560 

蒋家远 13,065,735 人民币普通股 13,065,735 

石莉 12,648,117 人民币普通股 12,648,117 

南通富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801,037 人民币普通股 10,8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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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9,0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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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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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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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同比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分析  

预付款项 140.08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货款的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81.23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研发项目及研发费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4.7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薪酬所致 

营业收入 35.87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41.03  主要系报告期服务费减少及将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 32.18  主要系报告期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09.84  系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941.95  主要系报告期诉讼仲裁败诉导致计提负债而产生的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9.14  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的损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471.05  主要系报告期发生滞纳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61.89  主要系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的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28  主要系报告期采购付款及支付人工费用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49  
主要系报告期相比上年同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及上年同期处置固

定资产收回的现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的事项 
2020 年 12 月 24 日 2020-091 

2021 年 03 月 27 日 2021-016 

修订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的事项 

2020 年 12 月 29 日 2020-093 

2020 年 12 月 29 日 2020-094 

2021 年 01 月 14 日 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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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3 月 05 日 2021-013 

公司第一大股东彭朋解除与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所对应表决权委托书 
2021 年 04 月 01 日 2021-022 

公司与如皋市经纶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代建管理服务

及销售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书》 以及《委托运营管理服

务框架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21 年 03 月 30 日 2021-019 

2021 年 04 月 15 日 2021-026 

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或预重整）的事项 2021 年 04 月 21 日 2021-02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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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群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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