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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 云网                           公告编号：2016-51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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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郭民岗 独立董事（已递交辞呈尚未生效） 
郭民岗先生因在国外出差，时间关系无法参加

本次董事会会议并审阅相关报告资料，亦无法

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声明 
郭民岗先生因在国外出差，时间关系无法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并审阅相关报告资料，亦无法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难以

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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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民岗 独立董事 

郭民岗先生因在国外出差，时

间关系无法参加本次董事会

会议并审阅相关报告资料，亦

无法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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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云网 股票代码 00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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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鑫 覃检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23 号龙德行大

厦五层 
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23号龙德行大厦

五层 

传真 010-88137599 010-88137599 

电话 010-88137599 010-88137599 

电子信箱 zkywbgs@sina.com qinjian04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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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5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公司的工作重心由原先的业务经营

转移到解决债务违约问题。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完成公司债及信托债的清偿工作 

     在高端餐饮市场低迷，公司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巨额亏损的情况下，2015年4月7日，

公司发行的“ST湘鄂债”发生违约，成为国内首例本金违约的公募债券。公司债违约后，公司

积极寻求通过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的方式解决违约问题。经各方努力，2015年四季度，公司

分别通过向克州湘鄂情、北京盈聚出售重大资产筹集偿债资金，同时，北京盈聚同公司和北

京信托达成了1.21亿元的债务和解协议。2015年12月31日，北京盈聚向北京市一中院指定账

户划入4.3亿元资金，履行了相关支付义务。公司于2016年3月9日完成了“ST湘鄂债“的兑付工

作，于2016年4月1日完成了北京信托贷款的债务清偿工作，有力保障了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二）积极配合完成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 
2014年10月12日，公司因涉嫌证券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调查工作。2015年12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因虚增利润，通过违规确认加盟费收入、违规确认股权收购合并日前收

益，以及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提前确认收入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对公司给予警告及40万元罚款。目前公司已全部整改完毕，修正了相关定期报告，

并缴纳了行政罚款。 
 

（三）保持了公司整体稳定和业务平稳过渡 
2015年四季度，公司通过重大资产出售，将酒楼、食品加工、快餐等亏损业务进行了剥离，

仅保留了团膳业务。在资产剥离前，公司一方面重点解决债务违约问题，同时努力保持各餐

饮业态稳定。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关闭酒楼门店2家（较以往年度有大幅减少），

妥善解决门店减少后顾客消费方面问题，整体经营亏损较以往年度有所下降。资产剥离后，

公司与资产受让方平稳交接，保证了业务的平稳过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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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376,635,854.89 621,205,756.04 -39.37% 802,128,17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574,042.66 -683,740,518.05 109.59% -564,383,85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031,747.43 -718,543,724.38 -69.66% -444,516,04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14,058.71 -74,532,757.02 46.85% -178,540,241.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85 -109.59%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90 -109.13%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27% -292.02% 99.40% -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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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79,552,130.51 1,054,488,329.05 -82.97% 1,679,713,57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63,156.92 -86,417,700.99 122.41% 601,714,315.4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5,890,598.79 88,295,069.03 83,494,716.55 98,955,47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97,713.97 -51,933,711.27 -42,193,902.14 212,099,37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424,855.03 -43,692,947.86 -28,365,624.30 -93,520,55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46,351.19 -12,122,999.21 -6,674,310.48 -9,270,3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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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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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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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凯 境内自然人 22.70% 181,560,000 181,560,000 冻结 181,560,000 

黄长富 境内自然人 1.00% 8,034,600 8,034,600   

赖亮 境内自然人 0.71% 5,700,000 5,700,000   

翁史伟 境内自然人 0.54% 4,288,000 4,288,000   

訚肃 境内自然人 0.53% 4,206,000 4,206,000   

柯希平 境内自然人 0.53% 4,202,800 4,202,800   

厦门恒兴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1% 2,463,998 2,463,998   

李翠超 境内自然人 0.31% 2,461,000 2,461,000   

张庆典 境内自然人 0.30% 2,407,300 2,407,300   

吴庆祥 境内自然人 0.30% 2,397,900 2,39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无法确认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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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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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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公司的工作重心由原先的业务经营转移

到解决债务违约问题。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完成公司债及信托债的清偿工作 

     在高端餐饮市场低迷，公司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巨额亏损的情况下，2015年4月7日，公

司发行的“ST湘鄂债”发生违约，成为国内首例本金违约的公募债券。公司债违约后，公司积极寻

求通过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的方式解决违约问题。经各方努力，2015年四季度，公司分别通过向

克州湘鄂情、北京盈聚出售重大资产筹集偿债资金，同时，北京盈聚同公司和北京信托达成了1.21
亿元的债务和解协议。2015年12月31日，北京盈聚向北京市一中院指定账户划入4.3亿元资金，履

行了相关支付义务。公司于2016年3月9日完成了“ST湘鄂债“的兑付工作，于2016年4月1日完成了

北京信托贷款的债务清偿工作，有力保障了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积极配合完成证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 
2014年10月12日，公司因涉嫌证券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调查工作。2015年12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因虚增利润，通过违规确认加盟费收入、违规确认股权收购合并日前收

益，以及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提前确认收入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对公司给予警告及40万元罚款。目前公司已全部整改完毕，修正了相关定期报告，

并缴纳了行政罚款。 
 

（三）保持了公司整体稳定和业务平稳过渡 
2015年四季度，公司通过重大资产出售，将酒楼、食品加工、快餐等亏损业务进行了剥离，

仅保留了团膳业务。在资产剥离前，公司一方面重点解决债务违约问题，同时努力保持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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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业态稳定。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关闭酒楼门店2家（较以往年度有大幅减少），

妥善解决门店减少后顾客消费方面问题，整体经营亏损较以往年度有所下降。资产剥离后，

公司与资产受让方平稳交接，保证了业务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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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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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四季度，公司通过重大资产出售和债务重组，将酒楼、食品加工、快餐等亏损业

务进行了剥离，仅保留了团膳业务，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度发生较大变化，实现扭亏为盈。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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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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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向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盈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售除北

京湘鄂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团膳业务以外的资产及负债。 
（1）向北京盈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售的股权有：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100%股权、

陕西湘鄂情餐饮投资有限100%股权、湖北楚天汇餐饮投资有限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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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售的股权有：北京湘鄂情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湘鄂缘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中科云网新媒体投资有限公司100%股

权、北京湘鄂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天焱好景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

权、北京爱猫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味之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湘鄂

情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爱猫新媒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深圳湘鄂情餐饮投

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深圳市中科云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5%股权、安徽中科云网新媒体科

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西藏湘鄂情餐饮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香港中科云网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龙德华饮食服务有限公司100%
股权、北京定慧寺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大成路楚天汇餐饮有限公司100%股

权、北京北四环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楚天盛鼎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100%
股权、上海湘鄂情酒楼有限公司100%股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

报字[2016]第211148号），审计报告强调，“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编制基

础所述， 中科云网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净亏损-1,071,592,522.80元，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18,031,747.44元。针对上述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

产生疑虑的情况，中科云网公司管理层制定了相应的应对计划， 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疑虑的重大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报告强调事项的风险提示是客观合理的。目前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披露的重组预案中，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十大方面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提

示，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监事会尊重审计师的审计结论，对公司董事会意见无异议。 

公司将继续努力做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后续推动落实工作。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