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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9                           证券简称：东方通                           公告编号：2021-定 004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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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通 股票代码 30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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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少璞 韩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 号数码大厦 A 座

22 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 号数码大厦 A 座

22 层 

电话 010-82652668 010-82652668 

电子信箱 tongtech@tongtech.com tongtech@tong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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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8,317,937.29 84,058,550.64 14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81,776.29 -43,982,130.72 6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443,598.01 -55,838,682.20 4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0,316.96 -19,594,759.76 9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0 -0.1002 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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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3 -0.0983 69.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2.61%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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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136,906.38 2,432,906,395.28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08,269,393.42 2,042,155,950.08 -1.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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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军 境内自然人 7.95% 36,190,823 27,143,117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63% 16,538,906 0   

朱律玮 境内自然人 1.72% 7,812,159 0   

朱海东 境内自然人 1.63% 7,403,031 0   

#吴志辉 境内自然人 1.28% 5,819,939 0   

#李惠敏 境内自然人 1.10% 5,024,000 0   

李宁 境内自然人 0.98% 4,443,755 0   

牛合庆 境内自然人 0.95% 4,321,988 0   

#邓强 境内自然人 0.81% 3,683,112 0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3,41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吴志辉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98339 股；股

东李惠敏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24000 股；

股东邓强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83112 股；股东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413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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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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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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黄永军先生。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400.00万股（含2,400.00万股），其中，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认购不超过1,413万股，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永军先生认购不超过987万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发

行价格为35.37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4,888.00万元（含84,88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将全部用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背景下的基础软件研发升级平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20,078.40万元，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数据化能力平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20,373.84万元，补充流动资金44,435.76万元。本次修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6月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198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

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2021年6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35.37元/股调整为22.03元/股，发行数

量由不超过2,400万股（含2,400万股）调整为不超过3,853.2909万股（含3,853.2909万股）。 

同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1〕02015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会同各家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

研究。因公司拟与本次发行对象之一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母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

动”）签署相关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中关于具体战略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目标的具体细节正在进一步讨论沟通中，且

该战略合作协议需经中国移动履行其内部审批流程，及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相关事项完成时间存在不

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条并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

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经与中介机构审慎研究决定，公司向深交所提出中止审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的申请，申请中止审核时间不超过3个月。2021年7月6日，深交所已同意上述中止审核申请。 

2021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目前东方通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进展需要，为进一步加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东方通与本次发行

认购对象中移资本母公司中国移动间的战略合作，基于东方通与中移资本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东方通与中移资本、中国移

动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用以明确协同目标，规划协同举措，匹配战略资源，牵引各方进一步细化落实战略协议，

达成协同效果。 

中国移动、东方通通过解决方案、技术研发、组织机构融合协同，共拓市场、联合创新、合作共赢，促进双方业务与

能力的双提升。同时，积极支撑国家战略落地，为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做出贡

献。业务互补方面，中国移动、东方通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协同、发展战略协同等各自优势领域，优先采用并销售对方产

品和服务，并提供最高等级的价格优惠和定制化服务保障。 

市场开拓方面，依托中国移动、东方通双方强大的品牌美誉度、渠道体系和东方通完整的“数据+”、“安全+”、“智慧+”

等解决方案与产品能力，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整合营销，共同为客户提供丰富的产品与服务，扩大市场销售规模。 

产品和解决方案研发方面，中国移动、东方通在中间件、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网管、DICT行业数字化转

型解决方案、智慧应急、自然资源、智慧法院、智慧校园、百年党建、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共同规划产品创新和迭代路线，

联合推动解决方案完善升级，提升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促进应用创新。 

技术研发协同方面，中国移动、东方通利用各自在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安全、信创以及行业

数字化转型基础数据中台和行业级业务应用中台等方面丰富的技术储备，联合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共同推动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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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与应用。 

中国移动、东方通（包括所属各部门和分子公司）作为各自领域的头部企业，以业务协同为基础，以股权合作为纽带，

本着开放、诚恳、务实的合作精神，互为客户、互为渠道、联合创新、共拓市场、合作共赢，在2022-2024三年战略协议期

内，在产品质量、服务、技术、价格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前提下，基于市场化原则共同推动业务落地，通过战略合作力争促

进： 

中国移动在上述战略合作期内为东方通带来新增合同（含订单）总金额累计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 

详细内容可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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