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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1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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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5,666,42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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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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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利国 阮永城 

办公地址 济南市山大北路 23 号 济南市山大北路 23 号 

传真 0531-82672218 0531-82672218 

电话 0531-88904590 0531-88904590 

电子信箱 Qi-liguo@tungkong.com.cn Ruan-yongcheng@tungko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印刷类业务，覆合类业务和技术服务类业务。其中印刷类业务包括：商业票证印刷，数据

处理打印与邮发封装，个性化彩色印刷和普通商业标签；覆合类业务包括：智能卡制造与个性化处理、RFID智能标签；技

术服务类业务包括：电子票证服务，档案存储与电子化等；公司其他业务主要包括智能彩票终端设备销售。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三类业务的主要客户均为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客户，财政、税务等政府类客户，以及大型企业类客户，公司建

有统一的运营平台，有利于资源共享，效率最高。在销售方面，我公司在全国30多个省市设立了联络处，销售范围覆盖全国，

通过参加公开招标、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的方式，为全国客户提供优质、及时、专业的服务，可有效地满足各地客户对各

项业务的需求。 

     在生产方面，本公司在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建设有8个生产基地，在20个主要城市建设有26个档案存

储基地，并在全集团范围内实施了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将经营和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进行信息集成，合理调配生产原辅

材料和业务流程，全面提升了公司的生产管理水平，使公司较同行具备生产覆盖半径广，对客户需求反应速度快，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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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优势。 

（三）、研发能力 

本公司建有北京、上海、济南、广州四个研发中心，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公司在防伪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标签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在行业应用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整体研发实力和能力在行业内具

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四）、行业地位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印刷业务方面，凭借优异的产品、有效的服务、良好的信誉，公司获得了多家全国性金融企业和政

府财税部门的长期服务供应商资格，为客户提供了大量的票证、彩印、数据打印等各类产品及服务，在产品质量、服务水平、

安全保密等方面受到了合作客户的一致好评，在服务覆盖面积、产品销量、经营业绩等多个方面在全国同行业内具有竞争优

势。公司电子票证类产品已形成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非税电子票据服务平台、政务类电子证照服务等多个服务平台，开发了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低碳环保解决方案，并与有关科研机构联合研发区块链技术与VR/AR技术相结合的应用场景，在区块链

技术应用领域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公司的档案存储与电子化服务，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档案存储与电子化服务，在存储容

量、服务客户数量等方面居于行业内领先地位。在新渠道彩票销售领域，公司以智能投注设备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

主。我公司开发的福彩兼营渠道彩票终端包括即开票销售展示柜、智能投注机和便携式电脑票投注机，已推广至山东、江苏、

辽宁、新疆、山西、陕西、河南等十余个省市，市场占有率在行业内居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随着非接触式办公模式的推广，传统纸质票证的使用量减少，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面对转型中的

市场，公司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采取新型销售模式，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拓宽市场领域，

加强内部成本控制，使公司的经营业绩保持了提升。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实现净利润1.86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

长1.70%和14.18%。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产品经营情况分析： 

公司印刷类产品通过开拓新用户，开发新产品，克服了纸质票证减少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营状况的稳定，营业收入

增长3.82%，产品毛利率增加0.61%。 

覆合类产品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19.99%，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全国各省市实施第2代社保卡和第3代社保卡切换工

作，社保卡发卡量下降。同时，金融系统为打击电信诈骗，对银行卡的申领制定了非常严苛的要求，致使银行卡类产品使用

量下降。随着第3代社保卡的发行和银行卡申领政策的改善，预计在2022年，有关卡类产品将有恢复性的上涨。 

公司技术服务类产品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全年完成营业收入1.59亿元，同比增长3.95%。东港瑞云的档案存储业务

目前已覆盖全国20个重点城市，服务范围覆盖全国，营业收入和利润自成立均保持了增长。公司的电子票证业务收入增长情

况良好，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长。 

新渠道彩票业务2021年实现收入5,215万元，为历史新高，这也为该项业务未来更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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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211,848,822.17 2,287,369,802.38 -3.30% 2,335,153,19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67,128,163.96 1,583,772,964.57 -1.05% 1,638,709,421.9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200,941,510.94 1,180,859,259.81 1.70% 1,495,634,11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488,504.09 163,330,111.01 14.18% 266,721,67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797,993.89 137,259,123.67 12.05% 240,751,02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823,247.25 261,214,969.05 -26.56% 423,158,918.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18 0.2993 14.20% 0.48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18 0.2993 14.20% 0.48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2% 10.25% 1.87%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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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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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557,475.23 297,376,551.72 277,602,671.55 322,404,81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228,393.75 45,872,485.62 55,056,576.56 41,331,04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252,261.95 39,315,295.34 49,994,434.54 21,236,00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80,491.63 29,466,451.20 44,035,093.99 214,402,1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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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0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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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嘉华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7% 60,961,650    

香港喜多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34% 50,948,000    

济南发展国有

工业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9% 49,593,600  冻结 4,980,703 

浪潮电子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57% 19,458,262    

费占军 境内自然人 1.80% 9,800,000    

上海依禅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依禅投资淳

泽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4% 8,400,083    

西藏共立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6,520,000    

汤宝辉 境内自然人 0.51% 2,768,800    

潘玥 境内自然人 0.44% 2,402,500    

朱建芳 境内自然人 0.40% 2,177,1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中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西藏共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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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费占军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900,000 股，股东汤宝辉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768,800 股，股

东潘玥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396,600 股，股东朱建芳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177,1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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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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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无需要单独披露的重要事项。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建中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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