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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2                                证券简称：中青宝                            公告编号：2017-013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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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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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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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61,038,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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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宝 股票代码 3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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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岳明 周旻昊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南四道

W1-B 栋 4 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南四道

W1-B 栋 4 楼 

传真 0755-26000524 0755-26000524 

电话 0755-26733925 0755-26733925 

电子信箱 ir@zqgame.com ir@zqgam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中青宝目前主营业务为网页网络游戏、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和运营，经过多年的砺炼，研发和发行运营人员积累了丰

富的研发和运营经验，公司游戏业务保持了稳定的盈利能力，已成为国内领先的集研发和运营于一体的网络游戏厂商之一。

2016年度，公司尝试以原有的游戏业务的技术作为支撑，以发展新业务、拓展新的稳定盈利点为目标，开启公司从游戏行业

到泛娱乐平台的战略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紧跟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为改变公司单一游戏业务的结构，主动布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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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上下游，于2016年9月2日发布《关于以现金收购宝腾互联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以纯现金方式收购云服务公司深圳市

宝腾互联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完善公司整体产业结构。报告期末，中青宝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该收购事项，需待宝德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继续推进该项收购。 

报告期内，公司依靠多年在游戏和文化行业的技术沉淀，向文化旅游行业进行延展，紧密结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将

如今互联网行业中主流的新兴技术VR/AR融入到文化旅游中，走科技文旅路线，打造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主题公园。以上工

作完成后，公司计划将主营业务发展为游戏、云服务、科技文旅三大支柱业务，具体描述如下： 

1、游戏业务 

公司专注于网络游戏尤其是移动游戏产品的开发、发行与运营。近年来，随着快速发展的行业大环境以及游戏行业的

竞争加剧，公司寻求自身业务的突破创新，不断加强对新游戏的研究与开发，集中精力打造符合未来市场需求的精品游戏。

2016年公司在手游和端游方面都研发了多款产品： 

    手游方面，2016年手游方面上线的产品系列包括音乐休闲类游戏《梦中旅人》、ARPG类游戏《战神传奇》、ARPG类游戏

《冒险战记》等产品，反响热烈，储备产品水墨风武侠ARPG《武当剑》及公司首款3DMMORPG产品BMT已在最后研发阶段预计

在明年上半年度推向市场； 

    端游方面，公司在传统的MMORPG市场有两款产品《天道》《抗战》，两款产品均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近年来，电竞赛

事与主播行业发展迅猛。公司瞄准此契机，为《最后一炮》以适应未来竞技游戏与游戏直播的特点设计了精细化运营方案，

将电竞赛事与主播深度结合，开辟了主播与电竞赛事的双线运营模式。在过去一年，中青宝投入大量资源筹备和举办精英联

赛，希望通过长期举行的赛事，将装甲竞技这一个新颖的游戏概念带给国人。而赛事与人气主播的结合的方式，也为游戏吸

引了更多关注，在游戏公测阶段，让《最后一炮》的人气有了明显提升。《最后一炮》VR版本正在测试阶段，预计将于2017

年内推出。 

2、云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进一步深化公司云服务业务的发展，公司决定收购云服务公司深

圳宝腾互联，达到公司布局产业链上下游，完善整体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公司于2016年9月2日第三届第二十八次（临时）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以现金收购宝腾互联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于2016

年12月16日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以现金收购宝腾互联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深圳宝腾互联股权收购完

成后，预期为公司带来的稳定的利润来源，公司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补强。目前，中青宝股

东大会已审议通过该收购事项，需待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继续推进该项收购。 

3、科技文旅业务 

报告期内，中青宝依托于游戏行业多年的积累，紧密结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打造区域特色民俗文化高科技旅游产

品为目标，走科技文化之路。中青宝于2016年设立多家子公司开展对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探索。目前

公司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民政府进行合作，共同打造凤凰主题公园项目，目前已完成项目签约及政府投

资项目的前期概念设计、体验剧情创意、美术概念设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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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21,348,057.16 343,090,937.31 -6.34% 489,527,55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729,289.85 65,202,765.48 -176.27% -22,035,89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741,901.92 -309,967,318.67 58.79% -79,163,46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282,870.38 171,142,603.73 -46.08% -26,048,839.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176.00%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5 -176.00%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6.82% -11.93% -2.3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104,819,898.46 1,255,858,292.04 -12.03% 1,535,173,49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9,795,089.70 1,001,998,427.41 -5.21% 922,328,6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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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2,387,905.85 56,405,195.59 78,073,427.10 124,481,52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0,286.36 684,283.12 4,271,895.44 -58,145,75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9,030.85 -7,243,700.43 4,252,001.18 -121,441,17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8,428.71 27,619,229.53 11,068,636.95 59,623,4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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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8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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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宝德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28% 71,214,882    

宝德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24% 39,780,000    

乌鲁木齐南博

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8% 1,510,228    

黄锐彬 境内自然人 0.41% 1,065,301    

李瑞杰 境内自然人 0.39% 1,010,824 758,118   

郭振忠 境内自然人 0.29% 746,400    

毛振华 境内自然人 0.27% 715,673    

刘婵娟 境内自然人 0.22% 574,689    

高德忠 境内自然人 0.20% 510,013    

张宏胜 境内自然人 0.19% 50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李瑞

杰、张云霞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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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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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游戏业 

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134.81万元，同比下降6.34%； 实现利润总额-4,747.77万元，同比下降154.2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4,972.93万元，同比下降176.2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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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毛利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MMO 游戏 177,006,124.98 137,465,828.82 77.66% 77.62% 440.27% 52.13% 

网页游戏 14,498,532.87 6,282,998.79 43.34% -75.52% -83.82% -22.24% 

手机游戏 117,150,537.46 52,239,098.97 44.59% -31.88% -34.59% -1.8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幅度不大。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大，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美峰股东及其他相关方对环球互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62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4,050.8万元）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股东兜底还款协议》。对该协议的执行做如下会计处理：股东代第三方偿还的款项确

认为权益交易，并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此项会计处理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2,901.70万元。

除上述原因外，报告期内上海美峰经营亏损金额为3,224.84万元，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2,310.06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5,211.76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对固定资产及游戏产品形成的长期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此项处理对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1,941.06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第三方评估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上海美峰和深圳苏摩的估值对上述两公司的合并商誉做进行减值测试，

此项处理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7,414.60万元。 

4）报告期内，公司处于内部业务优化关键时期并进行新业务领域布局建设和投资，达成阶段性目标，尚未盈利，对公司整

体经营利润产生影响。游戏市场竞争白热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游戏推广受到市场压力，数款新游戏尚未开始产生效益。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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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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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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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因新设增加深圳中青宝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今古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地间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和北京中青宝长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4家子公司，因注销减少北京乐乐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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