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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梦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康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程士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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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75,016,380.33 2,231,222,293.77 2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00,531,198.32 495,854,286.47 101.7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8,306,737.32 26.67% 593,118,703.43 2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749,622.72 59.23% 57,064,483.62 8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121,619.25 45.79% 47,103,887.05 6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4,182,735.97 -109.57% 52,583,143.35 9,76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12 45.04% 0.3787 7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12 45.04% 0.3787 7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0.37% 7.06% 0.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073,955.20 

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5,195,655.20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23,995.73 

其中，易尚子公司奥克坦姆收到

的诉讼赔偿款 1,438,240.97 元，

母公司处置固定资产

933,954.85 元。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79,452.0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14,165.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2,640.87  

合计 9,960,59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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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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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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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梦龙 境内自然人 30.84% 47,683,876 37,705,126 质押 40,393,800 

王玉政 境内自然人 8.73% 13,500,000 13,500,000 质押 4,250,000 

向开兵 境内自然人 6.78% 10,485,000 10,485,000 质押 9,411,10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90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45% 3,788,037    

民生加银基金－

建设银行－华鑫

国际信托－华鑫

信托·智选 8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71% 2,649,867 2,649,867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兴业信

托·易尚展示 1 号

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1% 1,872,200    

庄旭圳 境内自然人 1.18% 1,829,829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华鑫信

托·价值回报 75

号证券投资集合

其他 1.13% 1,739,300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资金信托计划 

程灏鹏 境内自然人 0.92% 1,415,200  质押 1,407,500 

华富基金－民生

银行－天津信托

－天津信托·优

选定增 6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6% 1,336,870 1,336,87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梦龙 9,978,750 人民币普通股 9,978,75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90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3,788,037 人民币普通股 3,788,037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

托·易尚展示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87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2,200 

庄旭圳 1,829,829 人民币普通股 1,829,829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价值回报 7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73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9,300 

程灏鹏 1,41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200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诚诚

沣锦鑫 3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61,170 人民币普通股 1,261,17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49,662 人民币普通股 1,249,662 

梁容杏 1,237,528 人民币普通股 1,237,528 

文越 1,024,873 人民币普通股 1,024,8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梦龙、王玉政、向开兵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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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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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货币资金: 本期末金额为219,690,491.83元，年初金额为100,354,950.75元，较年初增加119,335,541.08元，增长118.91%，

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本期末金额为392,364,796.83元，年初金额为300,379,340.72元，较年初增加91,985,456.11元，增长

30.62%，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 本期末金额为64,388,537.43元，年初金额为30,941,660.91元，较年初增加33,446,876.52元，增长108.1%，主要

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 本期末金额为13,407,112元，年初金额为7,678,180.05元，较年初增加5,728,931.95元，增长74.61%，主要是

投标保证金和备用金增加所致。 

5、存货: 本期末金额为103,408,602.73元，年初金额为73,874,044.90元，较年初增加29,534,557.83元，增长39.98%，主要是业

务量增长为销售备货增加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 本期末金额为125,612,268.80元，年初金额为3,007,859.19元，较年初增加122,604,409.61元，增长4,076.14%，

主要是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7、固定资产: 本期末金额为237,553,833.14元，年初金额为69,859,548.84元，较年初增加167,694,284.30元，增长240.04%，主

要是惠州项目竣工投产，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8、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期末金额为6,732,253.01元，年初金额为4,732,309.50元，较年初增加1,999,943.51元，增长42.26%，主

要是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 本期末金额为44,460,396.61元，年初金额为91,525,610.96元，较年初减少47,065,214.35元，减少51.42%，

主要是易尚创意科技大厦项目、宝安西乡项目接近完工和惠州项目竣工，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入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所致。 

10、短期借款: 本期末金额为379,500,000.00元，年初金额为288,000,000.00元，较年初增加91,500,000.00元，增长31.77%，主

要是业务量增加，流动资金不足，为补充流动资金增加借款所致。 

11、预收款项: 本期末金额为204,293,733.46元，年初金额为25,656,721.57元，较年初增加178,637,011.89元，增长696.26%，

主要是易尚中心销售部分房产收到预收款增加所致。 

12、应交税费: 本期末金额为24,529,124.39元，年初金额为17,168,135.38元，较年初增加7,360,989.01元，增长42.88%，主要

是营业收入增加，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增加所致。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本期末金额为11,000,000.00元，年初金额为2,000,000.00元，较年初增加9,000,000.00元，增长

450%，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4、资本公积: 本期末金额为567,317,440.64元，年初金额为142,331,545.00元，较年初增加424,985,895.64元，增长298.59%，

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所致。 

15、库存股: 本期末金额为21,692,962.50元，年初金额为43,385,925.00元，较年初减少21,692,962.50元，减少50%，主要是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所致。 

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本期末金额为1,000,531,198.32元，年初金额为495,854,286.47元，较年初增加504,676,911.85

元，增长101.78%，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资本公积增加及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17、少数股东权益: 本期末金额为-40,816,660.22元，年初金额为-26,969,134.24元，较年初减少13,847,525.98元，减少51.35%，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所有者权益减少所致。 

18、股东权益合计: 本期末金额为959,714,538.10元，年初金额为468,885,152.23元，较年初增加490,829,385.87元，增长104.68%，

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资本公积增加及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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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营业收入: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593,118,703.43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482,779,491.9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0,339,211.48

元，增长22.85%，主要是品牌终端业务稳步增长，虚拟展示业务快速发展所致。 

2、税金及附加: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2,947,441.29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226,762.3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20,678.94

元，增长140.26%，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0,092,314.95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30,684,746.1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407,568.80

元，增长30.66%，主要是运输费、差旅费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241,885.71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143,181.5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98,704.16

元，增长97.92%，主要是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9,073,955.2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070,480.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003,475.20元，

增长747.65%，主要是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6、营业利润: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8,771,108.49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0,364,429.1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406,679.31

元，增长139.49%，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2,791,372.21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016,057.7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75,314.43元，

增长38.46%，主要是易尚子公司奥克坦姆收到诉讼款赔偿款所致。 

8、利润总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51,295,104.22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2,125,322.7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169,781.47

元，增长131.84%，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利润增加所致。 

9、净利润: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0,521,957.64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2,534,378.1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987,579.53元，

增长223.29%，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净利润增加所致。 

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57,064,483.62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30,692,663.14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26,371,820.48元，增长85.92%，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11、基本每股收益: 年初至报告期为0.3787元，上年同期为0.218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1606元，增长73.64%，主要是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686,028,072.08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504,084,726.49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181,943,345.59元，增长36.09%，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易尚中心销售部分房产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收到的税费返还: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2,417,136.7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775,030.0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42,106.66

元，增长36.17%，主要是收到的所得税返还及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21,696,003.25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2,739,927.01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8,956,076.24元，增长70.3%，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投标保证金退回增加所致。 

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710,141,212.03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518,599,683.54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91,541,528.49元，增长36.93%，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易尚中心销售部分房产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5、支付的各项税费: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34,796,153.1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3,062,282.3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733,870.71元，增长50.88%，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导致支付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增加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52,583,143.35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533,226.99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52,049,916.36元，增长9,761.31%，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易尚中心销售部分房产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7、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3,000,000.0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0,024,000.00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7,024,000.00元，减少70.07%，主要是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8、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103,980,028.05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0,030,000.00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93,950,028.05元，增长936.69%，主要是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投资款所致。 

9、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89,378,892.33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326,323,760.17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63,055,132.16元，增长49.97%，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支付投资款所致。 

10、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33,881,610.1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43,385,925.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90,495,685.10元，增长900.05%，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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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312,187,526.2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524,965,450.69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212,777,924.49元，减少40.53%，主要是易尚创意科技大厦项目、宝安西乡项目接近完工，借款减少所致。 

12、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59,860,000.0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35,474,997.00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24,385,003.00元，增长68.74%，主要是易尚子公司收到股东往来款。 

13、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805,929,136.30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603,826,372.69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202,102,763.61元，增长33.47%，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1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65,613,755.61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11,202,365.00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54,411,390.61元，增长485.71%，主要是易尚子公司归还股东往来款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16,904,651.65元，上年同期发生额为276,455,281.88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140,449,369.77元，增长50.8%，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三大基建项目施工进展事宜 

（1）报告期内，惠州创意终端展示产品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并完成竣工备案，目前已进入投入生产阶段。 

（2）报告期内，易尚三维产业楼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进入装修施工阶段，截止报告期末，已进入各专业验收工作，室内

装修工程正在施工。 

（3）报告期内，易尚科技大厦项目进入室外园林工程的施工阶段，截止报告期末，已进入各专业验收工作。 

2、关于3D电商业务进展事宜 

（1）报告期内，公司与京东3D\AR领域达成合作，与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京东-易尚3D电商合作框架协

议》，并于2018年6月14日发布《关于签署<京东-易尚3D电商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3D数字

化技术在在电子商务领域应用的拓展，有利于公司3D业务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报告期内，公司在积极推进具体合

作事宜，并就3D电商智能建模业务达成协议，双方签署了《京东-易尚3D电商智能建模项目合作协议》，并于2018年8月6日

发布《关于签署<京东-易尚3D电商智能建模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司联合京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编制面向成人

职业教育的3D建模教材，公司承担主要编订工作，目前已完成教材初稿； 

（2）报告期内，公司与美国沃尔玛全球、华为、平安好医生、SKECHERS中国代工企业、红星美凯龙等电商及线下门店平

台等就3D模型制作、3D辅助设计、3D虚拟在线展示等方面展开合作； 

（3）报告期内，为传统线下零售终端品牌客户（华为、小米、步步高、京东等）提供新型终端虚拟展示一体化方案，包含

商品3D模型、三维显示系统等； 

（4）报告期内，公司3D建模团队不断扩大，已承接来自于京东等客户的3D模型制作。 

3、关于董事辞职及聘任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事宜 

（1）2018年6月3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向开兵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向开兵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2018年7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2）2018年6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2018年7月17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王震强先生、陈安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2018年7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补选董事的公告》； 

（3）2018年6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刘梦龙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彭康鑫先生、招瑞远先生、张青松先生、刘达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2018年7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4、关于回购股份事宜 

2018年8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会议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2018年9月7日公司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2018年9月28日，公司发布《回购股份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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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宜 

（1）2018年8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宁波银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880409”理财产品，截止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已经到期，公司

已将上述的理财产品予以赎回，取得理财收益679,452.05元，并已将本金及理财收益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2018年8月6日，公司发布《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2000万元

购买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880893”理财产品。 

6、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宜 

（1）2018年7月19日，公司与广州市美术有限公司签署《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大潮起珠江”展览施工采购项目》合同，并于

2018年7月20号发布《关于签署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大潮起珠江”展览施工项目合同的公告》。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大潮起

珠江”展览是广东省和深圳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点项目，根据该合同，公司将为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大潮起珠江”展

览提供展览施工服务，合同金额 2,085.60 万元，参与该项目对公司品牌宣传和业务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2018年9月19日，公司发布《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27 人，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118.25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6%,限

售股份起始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18年9月20日；2018年9月21日，公司发布《关

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满的提示性公告》。 

（3）2018年10月12日，公司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18年10月15日发布《关于与深

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行业积淀和优势资源，在数字化展示、文交所运

营、文博资源开发等领域深入开展多方位合作。 

以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 3D 电商业务进展事宜 
2018 年 06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董事辞职及聘任新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事宜 

2018 年 07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7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

宜 

2018 年 08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股份事宜 

2018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宜 

2018 年 07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1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68.46% 至 110.57%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8,000 至 10,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748.9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是虚拟展示业务快速发展及易尚中心部分房产销售。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22,000 12,000 0 

合计 22,000 1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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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8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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