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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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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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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鼎龙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鼎龙文化（公司股票因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起由“鼎
龙文化”变更为“*ST 鼎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50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小平

危永荧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

电话

0754-83689555

0754-83689555

电子信箱

stock@huaweitoys.com

stock@huaweitoys.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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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70,877,630.18

473,572,233.80

-4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95,853.20

-2,134,635.98

1,35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5,925,452.62

-3,888,813.20

7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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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7,123,847.99

-294,963,220.08

170.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025

1,3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025

1,3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0.10%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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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251,747.44

1,395,759,952.90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6,549,568.16

1,303,375,655.47

1.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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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6%

118,290,557

0

郭祥彬

境内自然人

11.46%

98,563,119

98,563,119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18,290,557

冻结

98,563,119

质押

98,559,396

珠海星展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

34,932,195

0

龙学勤

境内自然人

3.85%

33,099,900

24,824,925

付强

境内自然人

3.30%

28,401,462

0

质押

28,399,995

广州丽鑫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

22,880,480

0

质押

17,000,000

湖州中植泽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15,613,582

0

质押

15,613,582

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15,612,412

0

质押

15,612,412

湖州泽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15,612,412

0

质押

15,612,412

邵英英

境内自然人

1.33%

11,406,0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龙学勤为一致行动人；珠海星
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州中植泽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融
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泽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郭祥彬将其持有的 98,563,119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
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委托给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行使。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邵英英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406,02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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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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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以优质IP运营为载体、以精品内容创作为核心，进行网络游戏的研发、发
行和运营以及精品影视剧的投资、拍摄、制作和发行。同时，为提升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期内，公
司完成了对中钛科技的增资事项，中钛科技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公司未来拓展钛矿采选、
生产和销售业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087.76万元，同比下降42.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69.59万元，同比实现
扭亏为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主要是本期无新确认收入的影视剧及贸易业务减少所致；公司报告期内扭亏为盈主要是
公司游戏业务发展情况持续转好，前期游戏业务推广投入的效益逐步显现，同时，公司加强了成本费用管控，期间费用率显
著下降，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收回较大额影视业务对应的应收款项，前期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转回也对本期净利润产生
了一定正向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努力维持现有游戏及影视业务的平稳发展，持续打造精品游戏产品和精品影视作品，科学
管控各项成本费用，努力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积极拓展钛矿业务，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
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如下：

1、游戏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的游戏业务立足精品游戏研发和运营，以自研自发、代理联运并重的业务模式，不断提升引入产品的能
力和买量投放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同时前期游戏业务推广投入的效益逐步显现，游戏业务整
体毛利率有所回升。
（1）代理运营游戏情况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第一波新增上线独代产品《风凌天下》手游，2019年度已上线的《少年名将》、《奶牛镇的小
时光》等游戏保持在线运营，持续贡献游戏流水。同时，第一波通过买量方式，运营了《放置三国》等游戏。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风云互动上线了多款代理的轻中度游戏，包括《青蛙冲冲冲》、《完美特工》、《快来桶里》、
《画儿藏哪儿》、《马路飞车杀手》、《雪地精英》、《疯狂刮胡子》、《我要当枪王》、《偷袭精英》、《解压弹球》、
《飞跃火柴人》、《酷跑第一名》、《雪地车道》、《撞车大对决》、《王者坦克大作战》、《绝境求生精英》、《飞机突
袭》、《弹球灌篮》、《画线第一名》、《解救女神3D》、《挖地寻宝》、《飞车第一名》、《暴走魔弹人》、《脑洞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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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疯狂子弹3D》、《韭菜先生大作战》、《潜入第一名》、《水上推人》、《维修大师》、《荒野求生战》、《子
弹贼准》、《求生之路》共计32款产品，其中《酷跑第一名》、《偷袭精英》、《撞车大对决》、《飞跃火柴人》等产品累
计注册用户超过500万，广告与卖量收入取得不错的成绩；在重度游戏方面，风云互动新增上线《大圣飞升》，已上线运营
的《热血修仙 H5》、《少年封神（梦幻修仙）》、《剑决天下》等产品持续贡献流水。
（2）自研游戏情况
报告期内，风云互动新增上线的轻中度自研产品有《转生10001次》、《最强神笔》、《家长模拟器》、《吃鸡训练营
网赚版》、《王者泡泡龙网赚版》、《黄金矿工网赚版》、《最强总裁网赚版》、《我老板当的贼溜网赚版》、《一起切糖
果网赚版》、《我要当喵王网赚版》、《完美家园网赚版》等；重度自研产品《莽荒纪3D H5》已在微信、QQ、华为、小
米等渠道上线测试，目前处于数据调优阶段，此前已上线运营的《斗罗大陆2D》、《斗罗大陆3D》页游持续贡献游戏流水。
（3）IP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第一波授权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改编、拍摄制作《雪鹰领主》网络大电影，授权上海呵呵呵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改编、创作《雪鹰领主》漫画。

2、影视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筹拍的影视剧情况如下：
序号

剧名
《检察官和她的希纳斯》

1

（暂定名）

题材

预计开机时间

拍摄或制作进度

主要演职人员

检察题材

2020年第三季度

筹备中

待定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上述剧集的改编摄制权取得、项目摄制团队组建等工作，但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该
剧开机前的筹备周期略长于预期。除上述剧集外，报告期内，公司暂无其他在拍电视剧。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对应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前期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转回也对本期净利润产生
了一定正向影响。

3、钛矿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对中钛科技的增资事宜，增资后取得中钛科技51%股权，中钛科技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已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已对中钛科技董事会和管理架构进行改组，以便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中钛
科技正积极开展相关矿山项目的生产、建设工作以及探矿权转采矿权等申报筹备工作，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云南省
生态保护红线尚未公示确认，相关资质文件的开放办理时间有所后延；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支持和引导中钛科技进一步整合
钛矿资源，争取不断提升钛矿资源储备。由于截至报告期末中钛科技相关矿山项目尚未开展开发生产工作，报告期内中钛科
技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暂无重大影响。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 订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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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
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
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 号文及其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于企业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股权取得或处置比例

云南中钛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控股

51%

霍城第几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

霍城灵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00%

湛江市鼎龙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出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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