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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ST 网力                            公告编号：2021-039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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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剑秋 独立董事 无法联系 无法委托 

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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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网力 股票代码 3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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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朗天 司敏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传真 0755-21627077 0755-2162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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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55-21627077 0755-21627077 

电子信箱 irm@netposa.com irm@netpos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行业地位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安防视频监控行业，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管理平台与安防人工智能平台的提供商。根据全球科

技研究机构Omdia报告显示，东方网力在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市场排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VMS（视频监

控管理软件）供应商（数据来源：“Omdia于2019年7月发布的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数据，此结果并非商业背书，Omdia不承

担由此引发的任何责任”）。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为1个部级联网平台、7个省级联网平台、70个地市级联网平台提供服务。

公司承建的公安部联网平台将构建完善的视频联网数据治理、管理和应用体系，实现部、省、市、县视频图像级联应用，服

务满足各警种业务对视频资源的应用需求，为公安应用提供更加优质的视频监控联网基础服务和有力的技术支撑。公司“成

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视频管理平台提供商”的愿景已然实现。 

在技术的演进、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产业正在发生的变革的促进下，公司提出“成为国内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城市

数据平台提供商”的未来三年战略规划，在国内率先推出了新一代视频图像联网平台、数据联网平台、数据业务中台、智能

安防社区平台、视频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公安视频侦查平台2.0版。2020年，公司持续响应国家号召，坚持自主创新，

相继推出了轨道交通联网平台、互联网视频数据汇聚平台、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应用平台V2.0、数据资源综合应用平台等产品，

并持续进行软件、硬件的国产化适配与替换工作。同时，将AIoT等前沿技术融入产品中，融合到城市管理的公安、政法委、

应急指挥、社区等多个用户业务场景中，并在30多个地市落地，为公司在新的产业变革大潮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主要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随着安防行业的变革持续升级和创新，按照视频和数据的采集、汇聚、治理、应用，分为四大

类产品，从前端AIOT产品到视频数据汇聚联网产品、视频数据治理产品，再到行业应用场景下的视频数据应用产品。此外，

公司针对各行业也有着相应的解决方案，如：雪亮工程解决方案、智慧社区解决方案、合成作战解决方案、智慧交通解决方

案、应急指挥解决方案、智感安安防区解决方案等。共计20余类产品与解决方案，广泛服务于公安、综治、交通、应急、社

区等不同领域。 

 

以下对部分重点产品、解决方案进行介绍。 

（1）视频联网平台-PVG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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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G10.3是当前行业内少数具有千万级视频资源管理能力的联网平台，并在满足GB35114协议的基础上保障视频资源接

入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安全。PVG10.3主要面向公共安全行业，为用户提供视频数据的统一接入、安全存储、集中管理，实现

跨地区、跨部门的资源汇聚和共享，不仅满足各行业视频数据的接入和整合需求，而且实现千万级视频资源管理、视频资源

数据治理、视频统一配置管理、用户管理、视频监控、云台控制、录像回放与下载、国标级联/互联、树状/星状联网、跨级

点对点传输、跨域点对点传输等功能。历经十余年的更新迭代，通过该产品接入公安领域的视频总路数超过200万路，其中

包括1个部级联网平台、7个省级联网平台、70个地市级联网平台。 

（2）数据联网平台-DAG 

公司数据联网平台，主要面向公共安全行业，为用户实现视频、图片、报警等感知数据的统一接入和清洗, 实现跨网、

跨地区、跨机构的数据汇聚与转发；平台支持动态横向扩展，并提供可视化运维管理能力，满足智能时代数据接入清洗转发

的应用需求。 

 

（3）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应用平台V2.0 

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应用平台是根据公安部48号文、面向“十四五”规划发展方向推出的一款产品，本产品在视频图像

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基于数据业务中台，利用视图解析技术、人像聚类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对

视频图像和其他多维数据进行整合、解析、治理、分析、应用的智能化应用服务体系。为各警种提供视图资源调阅、时空分

析、智能解析、结构化数据检索、级联布控告警、多维数据融合战法、场景专题应用等功能，向公安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

高效的、价值信息丰富的、符合国家政策和标准规范的智能化应用平台。截至报告期日，公司的该系列产品已实现在全国范

围内9个省（直辖市）、52个地级市（直辖市分局）、40个县级市（区分局）的部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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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应用平台 

（4）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 

视图库遵循《GA/T1399公安视频图像分析系统》和《GA/T1400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等标准，依托物联网多维

感知、视频图像深度学习、混合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对视频图像的原始信息进行内容解析，将获得的结构化信息与其

他感知数据（GPS、WIFI、RFID等）和原始视频数据相结合，构建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并通过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平台提

供面向全警业务应用与服务的实战应用能力。 

 

视频图像信息数据库 

（5）数据资源综合应用平台 

公司响应国家大数据战略，开发完成数据资源综合应用平台，通过整合先进的视频AI计算能力和大数据分析能力，面

向公安的科信、情指、刑侦、治安、禁毒、反恐等业务警种，以城市智能监控和感知数据为基础，整合公安、政府、社会面

数据资源，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智能等技术，实现海量多维数据的标准化治理，推进视频监控数据、物联感知数据

和公安业务数据的融合；同时构建基于多维度融合数据的业务应用体系，为公安构建全息情报获取能力、全息数据研判能力、

业务快速创新能力，推动公安信息化、数据化向智能化发展。报告期内，数据资源综合应用平台已在某省地级市进行试点，

获得客户的认可，后期将在全国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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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综合应用平台 

（6）视频侦查系列产品 

随着AI和大数据技术在公安行业的快速落地，视频侦查技术正由传统的快速采集和查看向智能化更高的结构化数据快

速检索和查询、多维数据碰撞等方向发展。公司视频侦查系列产品紧跟技术发展方向和客户需求快速迭代升级。公司视频侦

查系列产品利用视频快采、多格式解码、视频结构化、目标快搜、图像增强等多种视频智能分析应用技术，深度融合案、事

件侦查业务，提供包括视频快采、目标快搜、图像增强等应用功能的若干单兵设备，以及提供海量涉案视频跨域时空分析、

视频线索与多源数据碰撞比对、多部门合成作战等应用功能的实战平台，重点解决案事件侦破过程中基于视频智能应用的查

人、找车、串案等问题，全面提升案事件侦破效率。 

 

视频侦查实战云平台 

（7）智能安防社区系统V2.0 

智能安防社区系统通过采集汇聚小区各类感知数据,并拉通小区局域网、物联网、政务网、公安网等多个网络，融合

小区感知数据和公安、综治、网格、民政、物业等部门的业务数据进行数据交互、协同处置，实现了社区层面的数据协同。 

智能安防社区系统依托大数据技术，面向基层警务实现了“打、防、管、控、服”的应用需求，面向社区综合治理实

现了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应用需求。目前，智能安防社区在上海试点成功并在全国30多个城市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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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防社区系统 

（8）人脸识别应用系统 

人脸识别应用采用先进的人像识别算法，通过海量人像数据训练，大幅提升人像数据采集效率与人像特征提取能力。

通过结合公安行业业务应用，实现动态黑名单布控和静态大库检索等各项功能，在公安业务应用中实现对目标人员的事前预

防和事中管控、事后追踪查询的立体化人员现代化管控方式，满足现阶段公安各部门对人员管控需求。 

 

（9）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在“AI+”的环境下，公司雪亮工程解决方案有助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市治理格局，依靠云计算、大数据、深

度学习等先进技术，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推动综治中心建设

规范化、实战化，把治安防范延伸到群众身边，共同参与治安防范，有效解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

服务人民群众、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智慧城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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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安合成作战解决方案 

合成作战解决方案结合当前图像识别、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通过共享、整合、清洗，丰富涉案视频图像信

息库；通过对历史视频图像结构化及智能识别标注，提供高效专业的情报研判分析服务；合成作战解决方案以案件为中心、

人员为突破口、情报分析为指导，提供部门协作、案件侦办的统一平台，解决案事件串并、信息来源、合成作战、研判分析、

战果统计等问题，为打击犯罪提供有效支撑。 

(11)智感安防区解决方案 

随着全国各地平安城市和雪亮工程的陆续落地，各地公安都新建了大量的前端感知设备，智感安防区解决方案通过整

合前端设备采集的多维异构数据，实现多维异构数据的共享共用，打造城市多维信息感知圈，并通过开发智感安防区业务应

用，实现对城市各类场所（交通枢纽、工业园区、旅游景区、居住区、教育医疗机构、重点行业场所等）及人车的精细化管

控，构建多维数据应用新生态，实现数据创新、应用创新、体系创新，通过建设城市整体智感安防区，强化各类多维信息的

高效流转和实时共享，满足各警种实战需求，切实推动城市智慧新警务发展。 

3、业务版图 

公司现在国内设立6个研发中心和20个区域办事处，业务覆盖国内全部省、市、自治区以及境外东南亚部分地区。公

司旗下有广州嘉崎、动力盈科等子公司。广州嘉崎聚焦于公安视频侦查业务；动力盈科主要从事社会化视频监控运营及安防

系统集成服务。 

4、行业发展情况和业绩驱动因素 

随着雪亮工程、大数据、智慧社区、应急管理等政策不断发布，新建设项目不断得到批复建设，项目体量变得越来越

大。在当前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公司除了在武汉等重点城市全力支持各级政府提供技术保障，更在实战中切实体会到公

司各类产品在疫情防控中的重大价值。 

公司始终在自己核心技术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不断清晰战略定位，持续进行压强式研发投入，对品牌塑造、营销网络

建设、本地化的服务能力和组织文化建设不断投入，逐步显现成效，公司在产品、技术、行业解决方案等方面竞争优势增强。

安防应用与各行业呈现加速融合的趋势，安防产业的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进入门槛不断提高，技术、品牌、资源的整合趋

势开始呈现，研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服务等综合影响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安防行业优质企业形象

的树立。 

（1）技术变革 

随着物联网、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日益成熟，城市新建的系统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产生的数据量成指

数增长；AI的渗透率越来越高、越来越贴近实战应用，已建设完成的系统逐步开始进行智能化改造，整个市场空间正在逐渐

被打开。公司面向的主要场景——城市，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2）政策支持 

近年来，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大量指导和促进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的产业发

展的政策。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国家大数据战略对于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时代意义，指明了中国大数据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战略布局。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定

义了基础设施建设，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3月，公安部印发了《全国

公安机关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9年年底，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印发了《全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意味着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正式启动。进入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但从1月份开始国内不少省份以及地市级城市纷纷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专门会议，同时发布相应建设方案与计划，提出从2020年开始落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相关政策的不断推出，将驱动产业互联网和安防行业汇聚于城市这个最大的应用场景。根据国际调研机构G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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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dia陆续发布的物联网、大数据方面的市场调研报告显示，预测未来十年，视频物联、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7000亿美元，

再加上由此产生的运营服务市场，整个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的规模。 

（3）产业变革 

在技术变革、产业政策双重因素的推动下，物联网建设越来越普及、场景越来越多、AI等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应用需求不断催生，城市已经成为产业互联网最重要的场景。城市的治理已经从平安城市朝着新型的智慧城市演进，整个产

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跨界巨头、传统企业和初创公司纷纷涌入这个市场。 

技术的演进、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产业正在发生的变革使得公司的业务与发展也将随着产业变革的大潮一起经历一次深

刻的变革，经历“从视频到数据、从AI到DI、从软件到服务”的变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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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03,032.80 353,502,239.04 -21.81% 2,247,336,25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1,646,449.26 -3,193,272,974.23 83.66% 314,610,13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853,237.03 -2,734,548,603.37 73.16% 408,476,32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474,637.06 -568,713,776.65 87.26% 10,235,65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76 -2.6795 83.67% 0.26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76 -2.6795 83.67% 0.26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93% -136.36% 26.43% 8.3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028,928,751.08 4,016,443,879.55 -24.59% 8,218,086,80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4,865,418.54 741,628,946.31 -72.38% 3,969,665,1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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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9,803.51 40,669,430.87 -11,341,063.72 221,054,8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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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05,989.70 -141,629,037.25 98,145,382.57 -345,356,80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492,692.95 -134,621,528.53 106,778,952.19 -586,517,96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08,367.07 -28,047,992.22 115,465,538.99 -89,383,8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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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股股东总

数 

41,40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6,52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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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 
境内自然

人 
19.11% 228,462,735 0 

质押 226,606,088 

冻结 228,462,735 

川投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48% 89,456,865 0   

蒋宗文 
境内自然

人 
5.31% 63,519,346 0 

质押 54,108,794 

冻结 63,519,346 

北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北方

信托盛世景

新策略9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2.53% 30,293,040 0   

高军 
境内自然

人 
2.27% 27,166,078 -7,66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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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军 
境内自然

人 
0.84% 10,038,234 -2,638,200   

宋辉俊 
境内自然

人 
0.58% 6,952,887 2,785,803   

史俊生 
境内自然

人 
0.56% 6,656,000 6,656,000   

孙东利 
境内自然

人 
0.53% 6,301,051 2,569,149   

西藏天阔数

码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8% 5,740,5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北方信托盛世景新策略 9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系公司原控股股东刘光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3、刘光先生持有的全部 228,462,735 股股份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公司现控股股东川投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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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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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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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安防视频监控行业，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管理平台与安防人工智能平台的提供商。根据全球科

技研究机构Omdia报告显示，东方网力在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市场排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VMS（视频监

控管理软件）供应商（数据来源：“Omdia于2019年7月发布的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数据，此结果并非商业背书，Omdia不承

担由此引发的任何责任”）。截止2020年6月末，公司为1个部级联网平台、7个省级联网平台、70个地市级联网平台提供服务。

公司承建的公安部联网平台将构建完善的视频联网数据治理、管理和应用体系，实现部、省、市、县视频图像级联应用，服

务满足各警种业务对视频资源的应用需求，为公安应用提供更加优质的视频监控联网基础服务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640.30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21.81%；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7.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27%。 

1、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抓住智能算法的快速进步的机遇，以云化大数据、深度人工智能和软硬一体化为战略导向持续开展技术研发，针

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和行业，紧跟客户需求，推出针对性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近2年，公司积极推行数据联网、大数据中

台、大数据综合治理战略，并积极研发相关产品，践行从视频到数据、从AI到DI、从软件到服务的战略升级，成为全球最具

竞争力的以视频为核心的城市数据平台提供商。 

2、产品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技术发展路径和行业需求的变化，持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新形成了轨道交通联网平台、互联网

视频数据汇聚平台、级联监测系统、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应用平台、数据资源综合应用平台等产品等多个产品；大量新产品的

上市，有力的支撑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3、市场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在视频联网领域深厚的技术底蕴和丰富的业务经验，成功完成“公安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应用云

平台-联网平台升级子项目”初验，确立了我司在该领域的龙头地位，并为今后拓展省、市、县各级公安视频联网市场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公司在保持原有北方区域市场优势的同时，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广东、云南、贵州等多个省市区深

度与用户融合，不断拓展新的市场，提供与用户业务融合的业务和服务，得到用户的好评：在上海、华中等区域市场、特别

是上海视频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数据联网平台上取得了突破，新的应用场景催生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VID视频治理

系统在云南16个地州的项目落地；视频联网PVG10.2、PVG10.3产品逐步在国内多个项目上使用，凭借自身多年的产品技术积

淀与行业积累，建立与用户业务融合的管建用一体化视频综合应用平台、数据资源综合应用平台。 

4、组织建设方面 

组织建设方面，公司坚持“心、脑、体”三位一体。心力层面，加强公司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的不断传递与考核，打造一个

价值观驱动、强文化的企业；脑力方面，通过人才的选用育留汰、各级干部领导力的培训，使整个组织逐步具备不断扩张与

发展的能力、持续创新的能力；体力方面，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不断对组织结构进行优化；不断完善职级职等体系、薪酬

与激励体系，KPI系统；持续推进管理制度与流程的去中心化、扁平化，提高组织运营的效率与活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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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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163,328,083.09 30,999,068.14 18.98% 29.60% 110.37% -31.11% 

解决方案 71,425,717.01 10,524,857.56 14.74% -59.89% -60.89% 2.17% 

其他 41,346,480.40 1,758,394.95 4.25% -16.29% 15.31% -26.24% 

非主营业务收

入 
302,752.30 157,938.40 52.17% 100.00% 100.00% 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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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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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

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

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

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

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

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四、（三十三）。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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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 年 1 月 1 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

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预收款项  -40,470,303.98 

  合同负债  35,739,231.15 

应交税费  4,731,0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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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 年 1 月 1 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

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预收款项  -42,338,394.42 

  合同负债  39,294,568.96 

  应交税费  3,043,8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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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子公司 

2020年2月28日，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MA5G2MXK5Q，法定代

表人为邹洋，注册资本1000万元。 

2020年11月3日，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东方网力人工智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MA01WXWC4K，法定代表人为邹洋，注册资本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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