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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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龙学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文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文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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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659,823,577.17

1,395,759,952.90

18.92%

1,318,127,291.34

1,303,375,655.47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67,924,237.82

-78.68%

338,801,868.00

-57.23%

858,097.81

100.18%

27,553,951.01

105.91%

-3,246,963.08

99.31%

22,678,489.54

104.81%

-27,600,699.05

-161.89%

169,523,148.94

16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100.19%

0.032

105.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100.19%

0.032

10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25.29%

2.10%

2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7,4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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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656,194.76
主要为回购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5,086,581.16

产生的营业外收入

699,231.87
1,559,300.11
-10,215.19
4,875,46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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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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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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60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鼎龙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郭祥彬
珠海星展资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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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9%

118,290,557

0

境内自然人

11.49%

98,563,119

98,563,119

数量

质押

118,290,557

冻结

98,563,119

质押

98,559,396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

34,932,195

龙学勤

境内自然人

3.86%

33,099,900

付强

境内自然人

3.31%

28,401,462

质押

28,399,995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22,880,480

质押

17,000,000

资管理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15,613,582

质押

15,613,582

1.82%

15,612,412

质押

15,612,412

1.82%

15,612,412

质押

15,612,412

1.10%

9,475,830

理有限公司

广州丽鑫投资有
限公司

24,824,925

湖州中植泽远投
（有限合伙）
湖州融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湖州泽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汤攀晶

境内自然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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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18,290,557 人民币普通股

118,290,557

珠海星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4,932,195 人民币普通股

34,932,195

付强

28,401,462 人民币普通股

28,401,462

广州丽鑫投资有限公司

22,880,480 人民币普通股

22,880,480

15,613,582 人民币普通股

15,613,582

15,612,412 人民币普通股

15,612,412

15,612,412 人民币普通股

15,612,412

汤攀晶

9,475,830 人民币普通股

9,475,830

龙学勤

8,274,975 人民币普通股

8,274,975

邵英英

8,006,020 人民币普通股

8,00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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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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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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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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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邵英英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006,0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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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金额

431,037,297.41

196,046,823.19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000,000.00

0.00

应收账款

90,380,893.12

306,971,052.93

预付款项

142,824,156.81

74,415,517.53

其他应收款

84,912,755.65

335,308,110.97

投资性房地产

56,836,775.16

37,372,588.64

无形资产

45,641,246.84

10,074,738.04

375,400,492.54

0.00

预收款项

0.00

8,959,769.85

合同负债

3,915,102.00

0.00

应付职工薪酬

2,591,844.65

9,999,099.88

41,438,371.56

16,691,557.72

148.26% 主要是本期中钛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6,563,925.00

0.00

- 主要是本期中钛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5,877,598.98

-11,363,663.12

39.72% 主要是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53,012,153.70

14,625,782.34

1629.91% 主要是本期新合并的子公司中少数股东占股所致

货币资金

商誉

其他应付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增减变动

变动情况说明
主要是影视及贸易业务收回较大额应收账款以及本期中

119.86%

钛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 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70.56% 主要是影视及贸易业务收回较大额应收账款所致
91.93% 主要是本期游戏业务预付运营成本较期初增加所致
-74.68% 主要是预付中钛科技投资款本期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52.08% 主要是本期出租的房产增加所致
353.03% 主要是本期中钛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 主要是本期合并子公司形成合并商誉所致
主要是本年度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预收款项转入合同
-

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核算所致

- 主要是本年度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所致
主要是本期应付短期薪酬减少及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本
-74.08%

期发放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338,801,868.00

792,102,667.56

-57.23% 主要是本期贸易及影视业务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59,022,113.98

737,884,018.53

-64.90% 主要是本期贸易及影视业务减少所致

903,478.54

544,115.78

管理费用

40,944,309.55

70,577,622.89

-41.99%

财务费用

-3,160,489.58

-2,407,309.07

-31.29% 主要为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498,094.95

-184,673.57

信用减值损失

17,734,849.03

3,467,693.57

税金及附加

同比增减

变动情况说明

66.05% 主要为合并矿业子公司缴纳资源税所致
主要是本期公司加强了费用管控，相关中介费用及职工
薪酬同比减少所致

-2335.70% 主要为当期确认的投资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主要是本期影视业务收回较大额应收款项，前期计提的
411.43%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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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0.00

-426,668,821.22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确认商誉减值而本年无商誉减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4,240.02

-110,170.38

87.07% 主要是本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96,926.96

340,657.70

1425.56% 主要是本期回购业绩补偿股份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0,202.87

3,470.34

3075.56% 主要是本期罚款支出增加所致
主要是本期整体毛利率提升、管理费用减少，上年同期

营业利润

22,225,695.58

-467,952,980.45

104.75% 计提大额资产减值而本期未发生大额资产减值损失、前
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等原因所致
主要是本期整体毛利率提升、管理费用减少，上年同期

利润总额

27,312,419.67

-467,615,793.09

105.84% 计提大额资产减值而本期未发生大额资产减值损失、前
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等原因所致
主要是本期整体毛利率提升、管理费用减少，上年同期

净利润

27,312,449.99

-467,494,317.95

105.84% 计提大额资产减值而本期未发生大额资产减值损失、前
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等原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是本期影视、贸易业务收回较大额应收款项及贸易
169,523,148.94

-250,366,117.76

54,230,624.55

41,451,545.67

30.83% 主要是本期取得中钛科技获得的现金净额所致

-1,938.07

-5,139,315.81

99.96% 主要是本期无短期借款需偿还所致

223,578,753.03

-213,840,196.6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7.71%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变动情况说明

业务采购支出减少所致

主要是是本期影视、贸易业务收回较大额应收款项、贸
204.55%

易业务采购支出减少及中钛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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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第一波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31,208.635万元收购樟树市共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赢投资”）、
樟树市和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赢投资”）和樟树市火力前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火力前
行”）（共赢投资、和赢投资、火力前行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或“业绩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深圳市风云互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风云互动”）49.60%股权。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深圳市风云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交易对方承诺风云互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不低于4,500万元、5,625万元、6,750万元和7,83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1月6日、
2017年1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鉴于风云互动未能达成2019年业绩承诺，根据《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安排，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风云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实施方案及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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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同意公司以1元的总价回购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1,834,235股并予以注销。公司已于2020年9月18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59,828,874股减少为857,994,639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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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期公
证券

证券

品种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 会计计 期初账 允价值
资成本 量模式 面价值 变动损
益

境内外
股票

002113 *ST 天润

合计

31,309,

,000.00 值计量

498.64

310,650

31,309,

,000.00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 会计核

资金

买金额 售金额

来源

损益

面价值 算科目

动
其他权 出售资

310,650 公允价

--

计入权

498.64

0.00

7,703,0

0.00

87.08

0.00

7,703,0
87.08

6,957,8

0.00

04.00

0.00

6,957,8
04.00

16,648,
607.56

0.00

16,648,
607.56

益工具 产换股
投资

取得

--

--

2017 年 05 月 15 日

2017 年 0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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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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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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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500

1,500

0

1,500

1,5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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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