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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4                              证券简称：中文在线                            公告编号：2022-010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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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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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在线 股票代码 3003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京京 杨帅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 号雍和大

厦 E 座 6 层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雍和大厦

E 座 6 层 

传真 010-84195550 010-84195550 

电话 010-84195757 010-84195757 

电子信箱 ir@col.com ir@c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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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确定了“夯实内容、服务产业、决胜 IP”，国内国际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公司以自有原创平台、

知名作家、版权机构为正版数字内容来源，积累海量内容资源，形成了以数字内容生产与授权、IP培育与

衍生开发为核心，知识产权保护及元宇宙探索为两翼的业务体系，全面布局数字文化内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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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140,363.02 1,980,089,115.36 10.86% 1,802,583,81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62,827,085.50 1,453,573,019.66 7.52% 1,415,848,334.2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88,852,604.86 975,901,260.74 21.82% 705,377,0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791,485.93 48,923,099.74 101.93% -603,290,62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438,878.94 -46,407,455.58 150.51% -645,089,04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76,935.29 198,894,498.54 -84.32% 34,218,596.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8 0.0673 101.78% -0.78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7 0.0659 99.85% -0.78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5% 3.41% 3.14% -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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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14,881.16 310,419,284.56 321,499,612.42 338,218,8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30,981.95 54,315,630.74 29,711,022.23 41,395,8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861,051.50 33,877,526.05 19,826,035.68 10,596,36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42,685.54 -16,860,427.41 34,535,518.94 27,144,5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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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3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1,81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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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之磊 境内自然人 13.71% 99,712,416 74,784,312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6,364,766    

上海七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6,364,766    

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6,364,766    

王志锋 境内自然人 1.64% 11,952,100    

北京创造栗信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8,048,041    

北京启迪华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7,761,368    

王梦非 境内自然人 0.81% 5,925,105    

朱明 境内自然人 0.80% 5,806,891 5,806,891 
质押 5,806,891 

冻结 5,806,891 

上海海通数媒创业投资管理中

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3,843,868 3,843,8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双方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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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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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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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无。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之磊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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