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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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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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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612,070.47 3,683,527,852.92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15,072,947.52 1,396,893,732.1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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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84,727.63 -27.15% 617,490,390.52 -1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420,313.37 -46.52% 25,828,545.98 -2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11,162.69 70.59% 16,303,672.56 -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5,415,647.82 -242.04% 123,580,876.16 -51.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7 -46.74% 0.1656 -3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5 -46.52% 0.1652 -3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0.70% 1.8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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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893.00 

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5,330,670.16 元，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6,190,222.84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476.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63,794.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1,748.32  

合计 9,524,87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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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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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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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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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 38,430,876 32,284,407 质押 37,429,876 

向开兵 境内自然人 5.09% 7,860,600  质押 7,529,887 

王玉政 境内自然人 4.30% 6,650,000  质押 6,650,000 

林庆得 境内自然人 2.31% 3,574,700    

房莉 境内自然人 1.93% 2,990,000    

易小强 境内自然人 0.80% 1,240,700    

冯英雪 境内自然人 0.76% 1,177,000    

深圳市前海建泓

时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建泓时

代智汇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1,040,100    

武斌 境内自然人 0.63% 969,500    

深圳市易尚展示

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0.42% 6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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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开兵 7,8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860,600 

王玉政 6,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50,000 

刘梦龙 6,146,469 人民币普通股 6,146,469 

林庆得 3,5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4,700 

房莉 2,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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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强 1,2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700 

冯英雪 1,17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7,000 

深圳市前海建泓时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建泓时代智汇 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04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100 

武斌 969,500 人民币普通股 969,500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6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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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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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293,597,722.29 180,664,880.66 62.51% 主要是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35,994.73 2,737,129.60 -47.54% 主要是增值税留抵额减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8,093,161.87 14,164,154.71 239.54% 主要是经营场所装修改造所致。 

应付票据 20,290,434.64 9,457,779.41 114.54% 主要是票据结算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856,402.67 17,727,728.04 -33.12% 主要是员工数量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53,186,704.42 185,607,799.17 -71.34% 主要是支付易尚数字少数股东

往来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4,400,000.00 68,000,000.00 -34.71%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871,886,207.08 617,842,937.53 41.12% 主要是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说明 

税金及附加 8,939,413.55 43,770,614.19 -79.58% 主要是易尚创意科技大厦房产销

售及土地增值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2,424,870.86 45,029,523.31 -50.20% 主要是运费、宣传费等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29,244,625.34 18,936,559.50 54.43%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1,520,893.00 23,086,444.41 -50.10% 主要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营业利润 40,923,495.03 73,652,742.02 -44.44%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少

所致。 

利润总额 40,783,018.52 73,978,101.04 -44.87%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8,530,941.89 5,979,204.34 42.68% 主要是易尚数字上年同期弥补以

前年度亏损所致。 

净利润 32,252,076.63 67,998,896.70 -52.57%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少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6,423,530.65 31,495,142.93 -79.60% 主要是易尚创意科技大厦房产销

售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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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293,136.35 1,017,591.73 -71.19%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出口及出口

退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9,981,228.96 72,538,764.96 -44.88% 主要是保证金、运费、房租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3,580,876.16 257,178,791.20 -51.95%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

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25,100,000.00 409,747,850.00 223.39% 主要是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523,360.16 49,785,273.17 -84.89% 主要是易尚数字少数股东往来

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10,167,999.96 443,923,850.00 127.55% 主要是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8,417,089.13 -219,357,043.22 140.31% 主要是长期借款增加及易尚数

字少数股东往来款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14,801,679.06 -89,949,049.80 227.63% 主要是支付工程款减少、长期借

款增加及易尚数字少数股东往

来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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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30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确认公司为“欧派厨房定制未来家”项目中标供应商，项目

内容主要打造欧派云厨房智慧展示系统，主要包含三维万象墙、数字展厅、DIY互动体验等，实现进行线上数字化、全景及

三维立体化展示，增进消费者购物体验感和互动感，促进产品销售。本项目的中标是公司新零售智慧展示系统及家居领域的

重要进展，对公司业务发展和品牌宣传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2020年6月18日，公司发布《关于签署奥迪车展框架合同的公告》，公司与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汽

大众”）签署了《年度框架合同》，公司将为一汽大众提供年度奥迪品牌C级车展展具服务及运营代理事宜，合同涉及金额

6,560.30万元。本项目将采用公司绿色循环会展系统和公司三维数字化技术展示方案，为客户打造全方位的线上线下联合互

动展示服务。本合同的签署是公司在车展、循环会展及三维数字化业务方面的重要进展，有利于公司展览展示和三维数字化

业务的融合应用，对公司业务的长远发展和核心竞争力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3、2020年10月16日，公司发布《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为抓住5G及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机遇，充分发挥

公司及合作方的资源优势，公司与深圳市南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 拟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易尚电

子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 关核准的为准，本文简称“易尚电子”），易尚电子主要定位于芯片及物联网

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测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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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标项目事项 
2020 年 04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6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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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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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9月18日《关于核准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706号）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8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A股股票11,755,613股，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37.70元。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443,186,610.10元，扣除发行费用14,396,226.43元，募集资金

净额428,790,383.67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8年3月8日全部到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3月9日出具

了大华验字[2018]000129号《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2）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分别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建安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滨海支行、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龙华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18年4月8日与民生证券、开户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本公司与民生证券、开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

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3）2018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和2018年5月18日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不

超过250,000,000.00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150,000,000.00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0,000,000.00元购买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880409”和“单位结构性存款880893”理财产品。上述理财产品均已到期，本金及收益均已收回。 

2018年10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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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4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7,500,000.00元。上述资金已到期并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9年10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3,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2,300,000.00元，报告期内，已累计归还闲置募集资金6,680,000.00元。 

（4）2020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和2020年5月29日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D创意教育产业项目”和“3D数字博物馆产业项目”达到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整至2021年9月和2020年12月。 

（5）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314,294,960.07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

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168,690,000.00元。截止2020年9月30日，未使用募集资金为114,495,423.60元，其中：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1,826,405.28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15,620,000.00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收益1,853,808.21元，扣除手续费后利息收益1,097,173.47元。 

（6）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会议和2020年9月17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20年10月20日，公司已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相应募集资金（包括银行理财收入

及扣除手续费后利息收益等的净额）共计 109,631,049.80元转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除转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余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13,000,000.00 元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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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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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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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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