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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5                              证券简称：*ST 东网                         公告编号：2021-078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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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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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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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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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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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41,746.49 94,915,139.01 1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554,467.20 -29,349,189.38 -22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97,474.67 -13,419,714.74 4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07,064.22 9,312,188.82 -208.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4 -0.0389 -222.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4 -0.0389 -222.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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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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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080,929.12 614,955,108.03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8,980,895.51 -904,426,428.31 -10.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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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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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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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1,627,253 

蒋家远 境内自然人 1.51% 11,386,511 0   

南通富海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 10,35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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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9,048,000 

俞洵 境内自然人 1.10% 8,26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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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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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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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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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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2021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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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由于国内疫情控制较好，且伴随着国内经济复苏较快的势头，国内订单实现了较大幅

度的增长，而出口业务还是由于国外疫情反复的影响，出口订单基本维持在上一年度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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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着重进行了品牌

和产品的升级换代，积极推出新产品，并于上半年推向市场，取得了市场的积极认可，因此上半年国内销

售业务取得了较大增长，出口业务则增长较少。公司在2021年上半年总体营收实现了超过两位数的增长，

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行业的龙头地位。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与磨炼，公司经营模式已经较为成熟稳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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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积极开拓城市和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务业务。 

1、代建服务业务 

公司一季度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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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落地推进中。公司也在积极开拓东北、江苏、上海等地的代建和运营服

务项目。 

2、物业和商业服务业务 

2021上半年度，物业板块变更了子公司平台名称，经营范围，丰富城市和产业园区综合运营与服务业

务的内容，增加了商贸服务业务。公司积极开拓物业和商业运营业务。与国内优质物业公司和商业运营公

司洽谈强强联合事项。与国外食品安全检测公司初步接洽，拟在国内开展城市和产业园区中央厨房和食品

安全服务检测合作。 

公司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城市和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务”、“量具量仪研发生产销售”的双主业模式。 

（二）破产重整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1年4月20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2021年5月6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或预

重整）的议案》。 

2021年5月26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桂林中院”）下发的《决

定书》等法律文件，桂林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广西智迪尔破产清算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预重

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2021年5月27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关于发布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

报的公告的协商函》，主要内容如下：为保障预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桂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贵公司预重整申请当日，管理人已通过人民法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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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关于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约定债权人于2021年6月28日前备

齐相关材料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2021年6月8日，临时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和遴选东方网络战略投资人。 

2021年6月23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战略投资人事项的通报》，主

要内容如下：截至重整战略投资人招募截止时间（即2021年6月22日17时），仅有一名意向重整战略投资

人按相关公告要求向管理人完成报名工作。已报名意向重整战略投资人为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翔高新”）。 

2021年6月25日，公司向桂林中院递交重整申请，桂林中院已收取材料。 

2021年7月8日，意向重整投资人科翔高新向管理人提交了密封的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投资方案。2021年7月14日，在桂林中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管理人主持召开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投资人评审会议。根据评审意见，且经报桂林中院后，管理人确定科翔高新具备东方时代网络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资格。 

2021年7月23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关于已与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经多次磋商，管理人于2021年7月22日与科翔高新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该协议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公司已向法院申请重整，截至本公告日，该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调整组织架构、修改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关于设立公司四大事业部及聘任人员的公告》、《关于变更

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信息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公司股票新增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以及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1、新增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原因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9.65亿元；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52亿元；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75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93亿元。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被中兴财光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3.3条第（六）项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

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904,426,428.3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3.1条第（二）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张群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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