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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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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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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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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真 0513-69880410 ---- 

电话 0513-69880410 ---- 

电子信箱 wsq1991905@126.com ----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数显量具量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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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疫情控制相对平稳，加上国内经济大形势向好，同时国外疫情还是处于严重状态，

市场需求增加，内、外销订单较为充盈，同时公司的管理机制因应大环境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并持
续进行了品牌和产品的升级换代，积极推出新产品，取得了市场的积极认可，成为行业内少数增长过两位

数的企业，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测量行业的龙头地位。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与磨炼，公司坚持走“差异化”的道路，坚定“专精特新”的大方向，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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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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务业务 

公司作为产业园区的运营服务商，主营业务为园区的产业设计、战略规划、招商方案、运营决策、物

业管理、产业衍生综合增值服务。 

针对产业园区所在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发展趋势、资源特点、政策导向等科学精准的定位布局，把握和

融合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不断优化升级，运营文化理念前置注入建筑设计，整合专业资源打造全产业链现代

化智慧产业园，构建全方位综合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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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616,512,487.56 614,955,108.03 0.25% 662,738,72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4,880,753.35 -904,426,428.31 135.92% 170,725,359.7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33,807,874.73 211,536,040.51 10.53% 230,920,07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390,637.42 -1,075,151,788.01 138.08% 153,114,92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367,021.34 -92,567,790.87 54.23% -151,772,405.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29,701.58 39,198,519.61 -127.88% 2,877,96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06 -0.8421 138.07% 0.11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06 -0.8421 138.07% 0.1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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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98,770.48 64,542,976.01 57,784,202.64 66,581,92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30,407.62 -61,824,059.58 -25,142,529.54 529,087,63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59,431.62 -1,938,043.05 1,193,056.60 -36,462,603.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86,925.76 9,479,861.54 344,007.62 -1,166,6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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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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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86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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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翔高新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1% 245,210,042 0 ---- ---- 

彭朋 境内自然人 4.53% 57,853,383 0 
质押 30,999,990 

冻结 57,853,383 

李斌 境内自然人 4.37% 55,835,773 0 ---- ---- 

广西南雅宝鑫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1% 46,127,010 0 ---- ---- 

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

人 
3.47% 44,266,562 0 ---- ---- 

南通东柏文化

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8% 40,592,469 0 质押 40,471,428 

管鑫龙 境内自然人 2.78% 35,531,892 0 ---- ---- 

东方时代网络

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5% 32,573,049 0 ---- ---- 

陈建新 境内自然人 1.35% 17,226,187 0 ---- ---- 

深圳邦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15,384,614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科翔高新直接持有公司 19.21%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宋小忠、范美蓉通过科翔高新间接

控制公司 19.21%的股份、通过东柏文化间接控制公司 3.18%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22.39%的

股份，且宋小忠、范美蓉、科翔高新、东柏文化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宋小忠、范美蓉为公

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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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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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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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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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司法重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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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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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8日，意向重整投资人科翔高新向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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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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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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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管理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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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22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通知》，临时管理人通过与各方协商，并经桂林中院指导，拟定于2021年10月9日召开东方网络预

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鉴于《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定于2021年10月8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中“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的内容进行表决。 

2021年10月8日，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1年10月9日，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桂林中院22号法庭召

开。2021年10月25日，公司收到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发来的函件《关于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重

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最终表决情况的通报》，《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关于推荐广西智迪尔破产清算有限公司继续担任东方网络重整案件管理人的议案》均已获东方时代网络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2021年10月27日，公司收到桂林中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和《决定书》等法律文书，桂林中院裁定

受理公司重整申请，并指定广西智迪尔破产清算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期间的管理人。桂林中院准许公司

于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同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发来的《关于人民法院许

可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及发布债权申报公告的函》。 

2021年11月1日，重整投资人科翔高新已将应支付的3000万元重整保证金支付至管理人指定的管理人

账户。科翔高新按照《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按时履行了重整保证金支

付义务。 

2021年11月29日，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桂林中院新闻发布中心
召开。同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发来的函件《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通报》，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已获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亦已获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在东方
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期间已召开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按照预重整出资人组会议表决规则，该表决结果直接作为重

整程序中重整计划草案的出资人组会议表决结果）。管理人于2021年11月29日向桂林中院提交了裁定批准

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 

2021年11月30日，公司管理人收到了桂林中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21）桂03破6号），裁定
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根据《重

整计划》及管理人出具的《关于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票处置情况的说明》，本

次重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53,778,212股为基数，按每100股转增69.38413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
票，共计转增523,002,515股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

准）。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276,780,727股。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用于引进重整投

资人以及偿还公司对外负债。公司资本公积转增的523,002,515股股票的用途说明如下：1、抵债给大额普
通债权人。根据《重整计划》，对于公司普通债权中债权额超过500万元（不含本数）的债权，按照每股

5.2元的价格进行抵债，经测算，用于抵债给大额普通债权人的股票合计数量为245,219,424股。2、预留

股票。根据《重整计划》，对于待定债权、预计债权，债权金额超过500万元（不含本数）的，要按待定

债权金额、预计债权金额预留抵债股票，经测算，需预留偿债股票32,573,049股。3、重整投资人认购股
票。根据《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的523,002,515股股票在扣除用于偿债的股票、预留的股票之后，

由重整投资人按照每股0.6元的价格受让，经测算，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票数量为245,210,042股。 

2021年12月9日，管理人收到重整投资人科翔高新支付的认购转增股票价款尾款。加上此前重整投资

人已支付至管理人账户的保密保证金、重整保证金以及借支给公司的无息贷款，按照《重整计划》，科翔

高新应支付的认购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对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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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0日，公司相关合伙份额拍卖结束，无人出价竞买。因此，按照重整计划，相关合伙份额

由重整投资人以1000万元受让。2021年12月24日，公司与重整投资人就合伙份额转让事宜签订转让合同。 

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发布本次重整中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公告，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2月24日，股

份上市日为2021年12月27日。实施完成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276,780,727股。 

2021年12月27日，桂林中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公

司资本转增股票按照重整计划的内容划转给重整投资人和相关债权人。相应股票2021年12月27日已登记至

重整投资人和相关债权人名下。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科翔高新，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宋小忠、范美蓉夫妇。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收到桂林中院《民事裁定书》，桂林中院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

毕、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2021年公司成功实施司法重整。通过实施重整，公司财务结构大幅改善，净资产由负转正，负债率降

低，流动性改善。通过实施重整，公司引入了实力雄厚的重整投资人科翔高新,随着债务危机的化解以及

重整投资人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公司将做优做强主营业务，重回良性、稳健发展轨道。 

2、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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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至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交所已于2021年5

月6日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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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公司已于2022年3月26日披露2021年审计报告，年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2021年财务报表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且2021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24,880,753.35元。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不存在第9.3.1条规定

的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第9.8.1条规定的其他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

司已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续进展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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