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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826                                                 公司简称：兰生股份 

 

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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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曹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辉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楼铭铭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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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002,040,401.40 4,561,085,308.44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78,101,332.78 3,707,861,893.95 -3.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1,632.84 -67,822,805.52 -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3,860,350.54 654,767,558.41 -9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44,559.63 -71,046,75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724,387.23 11,020,866.16 -451.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1.85 增加 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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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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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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2,730.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36.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277.00  

所得税影响额 2,543,298.47  

合计  -7,720,172.4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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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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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220,658,920 41.17  无  国有法人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115,278,607 21.51 115,278,607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2,987,700 2.42  未知  其他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8,197,850 1.53  未知  国有法人 

李振宁 7,951,708 1.4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318,450 0.81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43,661 0.61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56,191 0.59  未知  其他 

上海埃森化工有限公司 2,865,300 0.53  未知  其他 

许世甫 2,855,500 0.5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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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220,658,920 人民币普通股 220,658,92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9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87,700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8,197,850 人民币普通股 8,19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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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宁 7,951,708 人民币普通股 7,951,708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318,450 人民币普通股 4,318,4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43,661 人民币普通股 3,243,6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56,191 人民币普通股 3,156,191 

上海埃森化工有限公司 2,86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5,300 

许世甫 2,8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5,500 

宁波海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韵 1号私募

投资基金 
2,4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二者与表列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二者与表

列的其他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无法确定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关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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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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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变动 说       明 

营业收入  6,386.04  65,476.76  -59,090.72  -90.25% 

去年同期包含已置出的兰轻

公司的收入，以及公司会展

业务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7,676.81  61,720.07  -54,043.26  -87.56% 

去年同期包含已置出的兰轻

公司的成本，以及公司会展

业务成本随着收入的减少而

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318.85   1,919.65     -600.80  -31.30% 
去年同期包含已置出的兰轻

公司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550.53   4,174.47   -1,623.94  -38.90% 
去年同期包含已置出的兰轻

公司的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616.28    -124.88      741.16   

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执行租赁

准则，发生使用权资产利息

支出 

投资收益  1,522.61      2,891.70  -1,369.09  -47.35% 本期理财收益同比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351.04  -9,813.54    8,462.50    
本期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28.95       6.15       22.80  370.73% 本期下属子公司收到职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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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补助 

营业外支出     27.00       3.07       23.93  779.48% 本期发生捐赠支出 

所得税费用   -379.29  -2,010.38    1,631.09   
本期利润总额亏损较去年同

期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460.37      95.97     -556.34  -579.70% 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减少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变动 说     明 

应收票据 0.00 35.00  -35.00 -100.00% 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应收账款 4,745.83 10,129.23 -5,383.40 -53.15% 本期收回应收账款较多 

预付账款 1,168.12 1,804.02 -635.90 -35.25% 本期预付账款结转较多 

其他应收款 1,138.13 1,734.34 -596.21 -34.38% 本期收到期初应收股利 

存货 2,308.28 608.40 1,699.88 279.40% 
本期发生会展策划项目的

合同履约成本增加 

合同资产 580.76 1,340.23 -759.47 -56.67% 期末合同资产结转较多 

其他流动资产 6,071.92 4,315.94 1,755.98 40.69% 期末国债逆回购余额增加 

预收账款 2,506.67 3,742.72 -1,236.05 -33.03% 本期预收账款结转较多 

应付职工薪酬 2,359.49 4,265.52 -1,906.03 -44.68% 
本期支付年终奖金致期末

余额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4,604.35 7,375.43 -2,771.08 -37.57% 
期末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影响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814.28 22,126.10 -8,311.82 -37.57% 
期末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影响余额减少所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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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下旬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主营业务已经从进出口贸易变更为会展业务。

为了更好地与资产重组后的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引导和服务投资者，体现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

位。2021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修

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4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临2021-012号）。 

2021年 4月 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同意将公司中文名称由“上

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公司英文名称由“SHANGHAI 

LANSHENG CORPORATION”变更为“DLG EXHIBITIONS & EVENTS CORPORATION LIMITED”，并对《公

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9日披露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1-0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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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3日，公司完成了更名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

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4日披露的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临 2021-017号）。 

2、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情况 

2021年 3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企业

会计准则的议案》等，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

22号），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述新准则，对公司相应会计政策

进行变更。上述新准则的实施对公司 2020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不产生重大影响。详见

公司于 2021年 3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1-015号）。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企业

会计准则的议案》等，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财会〔2018〕

35号），公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述新准则，对公司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上述新准

则的实施对公司 2021 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不产生重大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1-027号）。 

 

1.8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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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炜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