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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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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负责人张雪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颜廷超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460,518,215.58

473,413,266.26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91,525,106.91

401,165,264.02

-2.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730,746.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3,832,060.27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不适用
比上年同期增减（%）

15,742,701.44

5,528,425.06

184.76

-9,640,157.11

-6,623,160.16

不适用

-9,659,662.64

-7,176,199.99

不适用

-2.43

-1.29

减少 1.1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01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

-0.01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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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说明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710.7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964.0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98.0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1.18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9,5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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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94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股东性质

数量

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3,398,521

12.16

0

无

0

其他

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01,479

7.84

0

无

0

其他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际旅业
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1,329,736

4.8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

19,458,000

4.43

0

质押

19,458,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6,328,518

1.44

0

无

艾许东

5,100,000

1.1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钱建松

2,803,900

0.6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玉新

2,653,076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绍仪

2,186,301

0.5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文贤

2,145,000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398,521

人民币普通股

53,398,521

无锡龙山有道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01,479

人民币普通股

34,401,479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际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清
算组）

21,329,736

人民币普通股

21,329,736

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19,4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58,000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28,518

人民币普通股

6,328,518

艾许东

5,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00,000

钱建松

2,80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3,900

李玉新

2,653,076

人民币普通股

2,653,076

周绍仪

2,186,301

人民币普通股

2,186,301

谢文贤

2,1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浙报数
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
公司未发现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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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

变动原因分析
主要系公司支付投资款及支付

货币资金

18,716,456.13

42,594,074.64

-56.06

预付款项

1,524,816.16

349,450.86

336.35

合同负债

7,035,115.65

3,721,371.39

89.05

主要系工程结算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306,979.88

4,685,685.77

-50.77

主要系支付各项税费所致

营业收入

15,742,701.44

5,528,425.06

184.76

营业成本

14,926,524.46

5,937,809.86

151.38

销售费用

423,714.35

管理费用

9,502,892.74

研发费用

1,130,592.15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964.01

不适用
7,020,669.65

35.36

税款所致
主要系预付工程材料款及预付
房租款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开展新业务致
使收入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开展新业务致
使成本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开展新业务致
使市场营销费用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因新业务需要
增加人员薪酬及经营费用所致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55,067.93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233,832.92

-95.31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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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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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公司出资1,000万元注册成立儋州罗顿数字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
州罗顿公司”）。为抓住海南省发展数字体育产业的机遇，发挥公司在数字体育领域的先发优势，
同时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司相关业务发展，2020年11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儋州罗顿数字体育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儋州罗顿公司进行相应增资。
增资完成后，儋州罗顿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仍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了全资子公司儋州罗顿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的《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讯表决方式）决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9号）、《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儋州罗顿数字体育有限公司增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70号）、《公司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讯表决方式）
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72号）、《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19号）。
2、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金海岸罗顿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公司”）原股东海
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海岸集团”）未办
理出资资产的权属变更手续，将相关出资资产过户到酒店公司名下，对此酒店公司向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收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编号分别为（2021）琼0108民初3218号、（2021）琼0108民初3219号及（2021）琼0108民初3220
号。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针对上述三项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
的《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传票》。上述案件中，（2021）琼0108民初3219号、（2021）琼0108
民初3220号案件已于2021年4月22日开庭审理，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取得法院相关判决文
书。（2021）琼0108民初3218号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网站上的《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9
号）、《罗顿发展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1号）。
3、2021年2月5日，公司协同黄金海岸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工程公司”）与海南金海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工程公司”）签订
了《关于上海罗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相关的协议书》，将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工程
公司委托给海南工程公司管理，由海南工程公司负责实施上海工程公司全部日常经营性业务及存
量业务处置等业务领域的经营管理事项，并承担相应的经营管理责任。委托管理期间，上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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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产权权属及资产收益权由上海工程公司股东享有，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委托期限暂定为12个月，且经公司决定，并根据海南工程公司受托经营管理的表现
情况，前述委托期限可予以提前终止或延期。
上述委托管理事项的费用，根据海南工程公司受托管理上海工程公司后实际盈利情况给予海
南工程公司相应报酬，报酬金额不超过委托期间上海工程公司经审计后净利润的10%。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的《罗
顿发展关于委托海南工程公司管理上海工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13号）。
4、2020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数文化”）、上海度势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子公司上海度势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度势体育”）、熙金（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和杭州
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魂网络”）、朴盈国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五家发行对象承诺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4,779.14万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数字体育云服务平台项目、
数字体育综合体改造项目、亚洲赛及国际数字体育嘉年华项目、数字体育高端人才培养及体验中
心项目。上述发行认购及股权协议转让完成后，浙数文化直接并通过苏州永徽隆行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控制本公司124,648,521股，占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21.84%。
基于资本市场环境出现变化，经与相关主体协商一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并经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为原方案
基础上调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浙数文化、电魂
网络、度势体育三名特定对象，认购数量合计不超过90,746,858股，其中浙数文化认购不超过
71,250,000股、度势体育认购不超过17,123,317股、电魂网络认购不超过2,373,541股。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参与方浙数文化尚需报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
厅等上级主管部门做前置审批，公司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
股票发行和上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准程序。具体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
报》和《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的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事项相关公告。
上述事项若有进展，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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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1、2018年4月10日，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罗顿沙河公司”）出
具《承诺函》，承诺主要内容如下：截至2017年末，北京罗顿沙河公司尚欠上海工程公司工程款
14,994,250.52元、海南工程公司工程款2,884,191.35元、海南罗顿园林景观工程公司工程款
10,676,951.74元，承诺于2018年底前清还欠款30%；2019年底前清还欠款30%；2020年底前清还欠
款40%。
2020年12月16日，公司及上海工程公司向北京罗顿沙河公司出具《催收函》，就2020年年底
的欠款余额即5,194,812元进行催收，告知北京罗顿沙河公司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将相应款项支
付至上海工程公司相应账户。2020年12月21日，北京罗顿沙河公司针对《催收函》出具《催款函
回函》，表示因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和资金困难，也导致了2020年履行诺言出现困难，并称“将
在未来一年内经营情况好转时予以支付”，北京罗顿沙河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向上海工程公司的
北京分公司还款160万元。由于北京罗顿沙河公司未履行承诺按时归还所欠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工
程公司的工程款，对此上海工程公司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平区法院”）提起
诉讼，并于2021年2月26日收到昌平区法院出具的《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
2、2018年4月10日，黄金海岸集团出具《承诺函》，承诺主要内容如下：截至2017年末，黄
金海岸集团尚欠酒店公司消费签单款 8,927,228.03元，承诺于2018年底前清还欠款30%；2019年
底前清还欠款30%；2020年底前清还欠款40%。
2018年4月10日黄金海岸集团出具《承诺函》后，向酒店公司支付部分消费签单款，截至起诉
之日，黄金海岸集团已向酒店公司支付消费签单款合计为人民币5,360,028.68元。2020年12月16
日，酒店公司分别通过EMS和邮件形式向黄金海岸集团发出《催收函》，催促黄金海岸集团于2020
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消费签单款3,567,199.35元。但截至起诉之日，黄金海岸集团仍欠付消费
签单款人民币 3,567,199.35元。由于黄金海岸集团未履行承诺按时归还所欠公司全资子公司酒店
公司的相关欠款，对此酒店公司向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已于2021年2月4日作立案预登记。
2021年3月11日，黄金海岸集团就《催收函》向酒店公司出具了《催款函回函》，称“酒店公
司来函所列黄金海岸集团对酒店公司的消费签单款欠款，黄金海岸集团将在未来一年内经营情况
好转时予以支付”。
上述合同纠纷案，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已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受理。2021年4月24
日，公司公告酒店公司收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追加当事人告知书》，因本公司作为
案外人与上述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本公
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同时，公司及酒店公司分别收到编号为（2021）琼0108民初5330号的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传票》，上述案件将于2021年5月31日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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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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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公司新业务前期投入较大，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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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雪南

日期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