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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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0,825,672.72 133,283,560.59 9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821,565.14 89,856.17 18,62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67,151.59 -3,088,006.59 28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469,885.95 39,033,197.16 -18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8 0.0006 18,0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8 0.0006 18,0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0.0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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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2,834,528.40 4,101,311,255.74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7,144,819.94 1,460,418,559.8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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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6,517.03 

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765,420.96 元，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 12,421,096.07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0,492.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67,862.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748.42  

合计 11,054,41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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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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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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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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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 33,795,476 27,664,107 质押 33,795,476 

林庆得 境内自然人 5.01% 7,738,000 0   

向开兵 境内自然人 4.60% 7,102,687 0 质押 6,199,887 

王玉政 境内自然人 3.20% 4,940,200 0 质押 4,610,000 

深圳市前海建泓

时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建泓盈

富一号复合策略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9% 1,688,800 0   

冯英雪 境内自然人 0.76% 1,177,00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972,2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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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845,900 0   

易小强 境内自然人 0.48% 744,500 0   

深圳市易尚展示

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64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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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庆得 7,7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38,000 

向开兵 7,102,687 人民币普通股 7,102,687 

刘梦龙 6,131,369 人民币普通股 6,13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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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政 4,940,2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0,200 

深圳市前海建泓时代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建泓盈富一号复合策略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8,800 

冯英雪 1,17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7,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72,297 人民币普通股 97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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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9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900 

易小强 744,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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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4,194,977.94   8,730,365.34  -51.95% 主要是期末未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的已背书或贴现应收票据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208,512.51   1,398,738.19  57.89% 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221,369.21   30,574,753.80  34.82% 主要是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358,012.46   2,294,730.39  89.91% 主要是预收房屋租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4,589,104.26   56,740,439.67  119.58% 主要是收到出售惠州市易尚洲际展

示有限公司款项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说明 

营业总收入 260,825,672.72  133,283,560.59  95.69% 主要是虚拟展示、终端展示业务收

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90,347,338.79  92,927,244.94  104.83% 主要是虚拟展示、终端展示业务收

入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683,260.14  466,583.22  46.44%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9,503,978.22  5,774,505.76  64.59% 主要是业务推广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0,324,139.04  7,047,957.02  46.48%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3,186,517.03  3,832,737.24  244.05% 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0,011,775.49  10,483,994.76  195.50% 主要是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所致 

营业利润 21,205,756.62  5,195,041.39  308.19%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21,075,264.24   5,169,077.53  307.72%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243,499.44   3,275,453.02  60.08%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净利润  15,831,764.80   1,893,624.51  736.06%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6,821,565.14   89,856.17  18620.55%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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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34,441.41   7,134,628.13  165.39% 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32,982,553.50   164,655,765.50  41.50% 主要是虚拟展示、终端展示业务增

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5,063,627.32   22,303,480.34  -32.46%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科研项目合作

单位补贴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469,885.95   39,033,197.16  -180.62% 主要是房产销售减少及采购付款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45,000,000.00   7,500.00  599900.00% 主要是收到出售惠州市易尚洲际展

示有限公司款项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078,565.22   -11,968,899.70  359.66% 主要是收到出售惠州市易尚洲际展

示有限公司款项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97,941,174.98   223,300,000.00  -56.14% 主要是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20,984,900.17   254,807,258.53  -52.52% 主要是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231,756,801.43   159,884,000.00  44.95% 主要是归还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9,437,619.99   10,465,703.42  85.73% 主要是上年同期疫情导致利息延后

支付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47,844.90   78,595,167.13  -99.81%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归还少

数股东往来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0,357,366.15   5,862,387.98  -2323.62% 主要是取得借款减少及归还借款增

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30,785,610.86   32,914,227.37  -497.35% 主要是取得借款减少及归还借款增

加所致 

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余额 

 395,314,717.50   138,461,417.36  185.51% 主要是上年度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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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获得深圳市科学技术奖的公告》。公司“高精度全彩色三维传感器测量网技术及应用”

项目荣获2020年深圳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维数字测量技术和设备是三维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源头，在虚拟现

实（VR）、 增强现实（AR）、全息显示、电子商务、文化教育、医疗健康、智能制造、工业检测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2、2021年1月23日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房产的议案》，为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增加流动性，同意出售全资子公司惠州易尚所持有的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村英光一路8号房产。2021年2

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在保留惠州房产的前提下

公司将对惠州易尚进行相关资产剥离与调整，按交易总价款人民币 22,000 万元将所持惠州易尚100%的股权出售给深圳市恒

晟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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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年2月26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徐晓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21年2月26日第四届监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会议表决通过职工代表监事徐晓梅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2021年2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陈焕洪先生、周德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5、2021年3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768,87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0268%；股份性质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份起止日期为2018年3月23日至2021年3月22日。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3月23日。 

6、2021年4月2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1,000 股，

回购价格为19.7069 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54,550,613 股减至154,529,613 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获得深圳市科学技术奖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相关事宜。 

2021 年 01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选举职工代表监事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事宜 
2021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股份变动事宜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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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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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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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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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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