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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7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2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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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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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伦巴特尔 董事 工作原因 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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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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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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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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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销售终端的研发、运营以及档案存储与电子化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三类业务的主要客户为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客户，财政、税务、国家部委等政府类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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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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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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生产基地，在18个主要城市建设有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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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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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智能卡与RFID业务发展迅速，市场份额迅速扩大，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业务转型，所开发的电子发票，彩票销售终端和档案存储及电子化业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形成一定规模，在各细分领域均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正在向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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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495,634,115.55 1,545,650,437.20 -3.24% 1,429,501,1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721,676.93 256,767,604.63 3.88% 232,105,57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0,751,021.02 234,273,523.44 2.76% 209,673,43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158,918.42 315,689,156.33 34.04% 325,574,52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88 0.4706 3.87% 0.42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88 0.4706 3.87% 0.4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5% 16.60% -0.05% 15.9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335,153,191.93 2,312,716,835.99 0.97% 2,236,810,80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8,709,421.96 1,626,632,074.83 0.74% 1,515,375,5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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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30,821.12 409,137,039.23 316,725,129.21 329,441,12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878,905.10 71,437,662.89 63,567,241.35 60,837,86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904,599.13 70,647,765.91 60,611,783.44 41,586,87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303,191.43 68,372,788.40 70,799,298.27 423,290,0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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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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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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2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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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34% 67,31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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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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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9% 10,295,700    

施连宝 境内自然人 1.52% 8,315,800    

张云泉 境内自然人 1.45% 7,90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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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6,000,000    

张鳌琼 境内自然人 0.76% 4,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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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施连宝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8,315,800 股，股东张云泉通过信用账户持

股 7,906,939 股，股东张鳌琼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4,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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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6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7亿元，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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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3.88%。 

    公司根据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努力提升经营效益，根据客户需求推进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

量，大力发展新兴业务，增加附加值，拓展市场空间，实现产品和业务升级。 

报告期内，各类产品发展情况如下： 

在印刷业务方面，由于受到市场变化和电子化的影响，印刷业务面临较大挑战。公司印刷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6.53%。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产品和业务结构，集中开发技术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的产品和业务。并同时采取各种措施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在传统印刷业务市场萎缩的情况下，通过提升份额，提升了毛利率水平，从而保持了业绩稳

定。 

 在覆合类产品方面，公司智能卡产品业务增长较好，产能利用率提升，后期公司将继续提高市场份额，提高产能利用效

率，提高水平服务提升，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 

    在技术服务类业务方面，档案存储与电子化业务发展良好，服务的行业和客户数量不断增加，营业收入和毛利率水平较

2018年均保持增长。新渠道彩票销售业务团队开发的彩票展示和销售终端，在服务范围、布设数量、技术含量等方面居于市

场前列，获得大多数客户的认可，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均保持了较快增长。电子票证业务在报告期内发展情况良好，所申请

的电子发票区块链、电子票据区块链、电子证照区块链及TK-BaaS-E平台四个区块链服务产品已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审核，所开发的区块链产品在财税、证书、版权保护、电子发票等多个领域开始推广或试点应用，电子票证业务在2019年营

业收入增长28.48%，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印刷产品 1,043,019,103.37 420,155,501.40 40.28% -7.85% 0.30% 3.27% 

覆合类产品 240,461,691.84 91,371,068.52 38.00% -0.33% -6.86% -2.66% 

技术服务 187,105,702.00 90,906,654.91 48.59% 20.82% 21.35% 0.2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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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日期  

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执行《修订通知》规定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5、具体变更内容：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合并利润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净

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

置比例

（%） 

股权处置方

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

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安徽东港瑞宏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0 60.00 清算注销 2019-1-30  -151,117.43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爱先 

 

                                                     202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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