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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1                           证券简称：易尚展示                           公告编号：2022-018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出

具的时间问题致使公司董事会无法审议相应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注意投资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尚展示 股票代码 0027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焕洪 刘康康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中心区甲

岸南路易尚科技创意大厦二十三层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中心区甲

岸南路易尚科技创意大厦二十三层 

传真 0755-83830798 0755-83830798 

电话 0755-23280085 0755-23280085 

电子信箱 chenhh@es-display.com liukk@es-displa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易尚展示是一家以文化创意设计和三维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较早致力于3D\AR\VR\全息技术自主

研发和商业化的上市公司。公司秉持“文化+科技”的理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拥有业界领先的文化创意设计能力、全球

领先的三维数字化技术实力以及高效的研发、销售、运营和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由终端展示、循环会展、虚

拟展示、贸易服务及其他业务五部分构成。 

1、终端展示业务 

终端展示，主要是根据客户的品牌战略推广需求，运用多媒体、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创意设计出终端展

示综合解决方案，通过智能化、模块化的生产、采购、安装、集成完成交付，并实现客户展示终端的快速建设和标准化统一

复制，推广客户的企业文化,展示客户的品牌形象,促进客户产品销售，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终端展示包括展示道具和展示

项目。展示道具是展示空间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展柜、展架、展台等；展示项目包含展馆、展厅、终端门店、展车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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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展示领域，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国内展览展示行业出现阶段性停转，公司积极抓住市场逐渐恢复的机会，继续服务好公

司长期优质客户的同时，重点开拓新零售、白酒、汽车、电子烟等领域的市场需求，积极开拓终端展示市场新客户。报告期

内，终端展示业务实现收入287,317,716.63元，同比下降26.71%。 

2、循环会展业务 

循环会展，主要是为展商、场馆、展会服务商提供展台设计、特装租赁、型材开发、巡展等可循环展览解决方案。基于碳中

和的国家战略及绿色会展发展方向，易尚展示自主研发的低碳循环会展系统是对碳中和战略的积极响应，有利于会展搭建物

料的循环、抑制有毒物质的排放和减少拆解中二次碳排放的污染，建立新型绿色会展生态链有积极作用。鉴于会展市场分散、

资源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形，公司与全球环保展览系统的发明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德国奥克坦姆集团合作，专注于循环会展系

统及共享服务平台的研发、设计、生产和服务。公司循环会展系统和共享服务平台包括了地台系统、灯箱系统、板墙系统、

吊装系统、数据采集、展具系统等六大解决方案，扩充了商展应用场景，提高了搭建效率，实现了客户低成本高效率参展、

主办方低碳办展、观众舒适观展的经济、社会双重效益。在循环会展领域，受疫情反复的影响，会展行业出现阶段性停转，

公司会展业务受到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循环会展业务实现收入52,698,350.97元，同比下降17.34%。 

3、虚拟展示业务 

虚拟展示，主要是为客户提供基于三维数字化和虚拟增强现实方案的设计、研发与实施，以及其他基于3D视觉技术的相关

产品和解决方案等服务。包括三维数字化、3D打印、基于3D\AR\VR\全息显示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三维人工智能系统研

发与应用等。公司自2010年开始从事3D\AR\VR\全息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已拥有院士

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相关产品和技术荣获深圳市技术发明一

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及iF设计大奖等诸多奖项，并承担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

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公司积极推进3D\AR\VR\全息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主要应用领域包括

创新展览展示、终端新零售、医疗健康、工业检测、智能制造、电子商务、文物与数字博物馆、文化教育、智慧地产等。报

告期内，虚拟展示业务实现收入311,893,980.39元，同比增长3.62%。 

4、贸易服务 

公司积极布局3D+5G业务，努力将3D技术在通信电子、物联网行业中应用落地，配套开展电子产品销售业务，逐步从贸易

走向产品研发。报告期内，贸易服务实现收入75,157,726.62元，同比下降40.33%。 

5、其他业务 

报告期内，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来自易尚三维产业园、易尚创意科技大厦部分房产租赁和易尚创意科技大厦部分房产销售。报

告期内，其他业务实现收入76,593,589.53元。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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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581,256,500.33 4,101,311,255.74 -12.68% 3,683,527,85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6,753,652.86 1,460,418,559.80 -35.17% 1,396,893,732.1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03,661,364.14 1,024,272,654.72 -21.54% 1,045,536,33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9,310,239.33 53,102,951.95 -1,040.27% 43,162,42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4,147,566.19 23,495,886.97 -1,905.20% 20,838,33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819,983.83 218,302,384.47 -243.30% 206,112,059.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23 0.35 -1,022.86%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23 0.35 -1,022.86%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47% 3.73% -45.20% 4.2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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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60,825,672.72 207,774,611.58 140,054,132.45 195,006,94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21,565.14 13,507,428.24 -10,249,419.98 -519,389,8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67,151.59 -3,731,956.31 -15,058,338.51 -411,124,422.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69,885.95 45,619,510.20 -19,401,338.36 -307,568,269.7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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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24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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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梦龙 境内自然人 20.87% 32,250,268 27,664,107 质押 32,249,976 

林庆得 境内自然人 5.01% 7,738,000    

向开兵 境内自然人 2.11% 3,263,929  质押 1,502,879 

易小强 境内自然人 0.85% 1,310,900    

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2 

境外法人 0.55% 854,615    

王玉政 境内自然人 0.39% 601,821  质押 500,000 

高文水 境内自然人 0.38% 59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35% 545,858    

程文荣 境内自然人 0.32% 491,480    

汤永霞 境内自然人 0.30% 46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梦龙与林庆得为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第六名股东为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数 648000，

持股比例为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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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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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具体事项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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