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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ST 网力                           公告编号：2021-081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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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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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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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弟东（代）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 39号 1栋 20

楼 
 

电话 028-83255265  

电子信箱 irm@netposa.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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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5,082,351.48 66,689,234.38 66,689,234.38 -3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107,736.15 -274,435,026.95 -274,435,026.95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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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57,114,303.93 -254,114,221.48 -254,114,221.48 -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623,381.89 -98,556,359.29 -98,556,359.29 6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51 -0.2303 -0.2303 -6.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51 -0.2303 -0.2303 -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0.16% -45.50% -45.50% -624.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853,432,731.87 3,028,928,751.08 3,029,702,097.99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466,421.62 204,865,418.54 190,364,792.86 -153.8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供应商格灵深瞳的会计师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向东方网力发送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应收账款询证函余额 2,277.08 万元，

与公司账面确认格灵深瞳应付账款金额差异 1,834.79 万元。公司自查后发现差异原因为 2020 年采购其产品已实现对外销售，

但未入库未结转营业成本以及双方税率差所致。 

本期对期初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调增期初存货 77.33 万元，调增期初应付账款 1,774.13 万元，调减应交税费

246.73 万元；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1,450.06 万元；因该部分存货对应的销售收入确认期间为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故该事项不影响合并利润表上年同期数项目，也未影响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4,81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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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光 境内自然人 14.03% 167,762,591 38,771,860 
质押 124,476,043 

冻结 167,762,591 

川投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51% 149,578,637 149,578,637   

蒋宗文 境内自然人 5.31% 63,519,346 63,519,346 
质押 36,41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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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3,040   

高军 境内自然人 2.31% 27,668,978 27,668,978 冻结 26,125,576 

宋辉俊 境内自然人 0.72% 8,592,887 8,592,887   

郭军 境内自然人 0.68% 8,166,434 8,166,434   

朱秀敏 境内自然人 0.60% 7,153,217 7,153,217   

孙东利 境内自然人 0.55% 6,555,451 6,555,451   

苗青 境内自然人 0.50% 6,000,000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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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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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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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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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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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以东方网力及全资子公司持有的广州嘉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宁波市鄞州区网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

智车优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3.1%）、中盟科技有限公司（29.53%）的股权质押给成都新经济创投，上述事项详见公司

于 2021年1月18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2、公司变更主要办公地址及投资者热线：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39号1栋20楼，投资者热线:028-83255265，上述事项

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主要办公地址及投资者热线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3、公司变更部分董事、监事、高管。鉴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选举肖长青先生（董事长）、黄轶嵩

先生、刘成希先生、曾弟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选举孙廷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聘任江涛先生为公司总裁并担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聘任黄轶嵩先生为执行总裁、聘任刘成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和财务总监、聘任曾弟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并指定

曾弟东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选举杨利先生（监事会主席）、邱春月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邓莲女士为

职工代表监事。上述事项详见公司2021年半年报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第十三、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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