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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018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553,665,412.10

829,292,019.11

-33.24%

-2,555,118,592.99

669,695,738.59

-481.53%

-3,000,263,317.12

381,957,060.91

-885.50%

19,887,940.17

233,541,432.62

-91.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8

0.36

-4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

0.36

-483.33%

-51.87

10.92

-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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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585,263,519.49

7,140,833,046.67

-49.79%

3,369,057,137.09

6,449,211,404.17

-4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分析
（一）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情况
1、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3,585,263,519.49元，主要资产构成
及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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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金额（元）

金额（元）

比例

货币资金

719,148,253.78

1,488,692,729.20

-51.6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36,379,142.34

606,839,744.62

-11.61%

26,721,858.00

43,721,733.20

-38.88%

其他应收款

314,895,675.03

394,179,583.28

-20.11%

其他流动资产

909,964,904.36

4,300,834.27

21,057.87%

2,512,309,833.51

2,537,734,624.57

-1.00%

80,148,281.83

不适用

-

固定资产

3,272,055.20

3,671,963.17

-10.89%

无形资产

6,182,147.91

12,262,169.19

-49.58%

739,137,610.90

3,699,097,610.90

-80.02%

长期待摊费用

2,234,022.98

2,091,804.58

6.8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01,067.16

2,210,015.19

81.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0,000,000.00

292,831,837.24

-31.7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72,953,685.98

4,603,098,422.10

-76.69%

资产总计

3,585,263,519.49

7,140,833,046.67

-49.79%

预付款项

流动资产合计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商誉

主要变动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预付账款减少主要是喀什优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预付
的版权金款于2019年计入费用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是将预计长期持有的定期存款
自货币资金调整至其他流动资产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权益类工具减少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减
少，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商誉减少主要是商誉减值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是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2、负债结构及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负债总额177,877,683.58元，主要负债构成及变动
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金额（元）

金额（元）

比例

短期借款

39,990,000.00

20,000,000.00

99.9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0,634,431.16

57,077,600.94

-46.33%

预收款项

18,500,527.15

12,669,419.55

46.03%

8,749,369.23

6,810,335.78

28.47%

应交税费

25,474,999.77

61,943,386.89

-58.87%

其他应付款

25,039,323.51

502,076,521.70

-95.01%

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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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88,650.82

660,577,264.86

-77.54%

6,381,268.26

8,887,365.14

-28.20%

29,489,032.76

31,044,377.64

-5.01%

177,877,683.58

691,621,642.50

-74.28%

主要变动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增加主要是公司及子公司增加1,999万借款所
致；
（2）报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减少主要是杭州搜影应付账款减
少，对供应商的结算周期变短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预收分成款保证金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应付款减少主要是杭州搜影、北京拇指玩未完成
业绩对赌，应付对价款减少所致。
（二）经营成果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3,665,412.10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3.24%，
实 现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净 利 润 -2,552,118,592.99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481.53%。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变动

一、营业总收入

553,665,412.10

829,292,019.11

-33.24%

减：营业成本

200,162,576.46

161,574,394.76

23.88%

1,787,838.48

4,625,985.32

-61.35%

销售费用

107,934,518.88

22,656,648.51

376.39%

管理费用

75,254,557.11

95,005,562.93

-20.79%

财务费用

-28,411,103.16

24,919,829.12

-214.01%

-3,045,960,000.00

-160,685,301.12

1,795.61%

二、营业利润

-3,000,971,844.90

651,256,812.43

-560.80%

三、利润总额

-2,556,436,579.75

692,887,255.23

-468.95%

-2,555,118,592.99

669,695,738.59

-481.53%

税金及附加

资产减值损失

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

主要变动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推广费用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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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减少主要是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三）现金流量情况
2019 年，公司现金流量简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9,887,940.17

233,541,432.62

-91.4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02,418,704.55

985,268,042.91

-8.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2,530,764.38

751,726,610.29

17.40%

-824,710,812.37

30,065,641.84

-2,843.0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0,212,985.96

1,370,010,833.38

-66.4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84,923,798.33

1,339,945,191.54

-4.11%

34,736,100.05

-345,064,122.43

110.0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9,190,000.00

497,460,135.64

-80.0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453,899.95

842,524,258.07

-92.35%

-770,087,369.84

-72,804,343.36

957.75%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同比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回款变慢、
推广费支付加快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投资增多所
致；
（3）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2018年
偿还中融国际信托借款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减少主要系2018年向中融国际
信托借款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减少主要系2018年偿还中融国
际信托借款所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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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