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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9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2018-031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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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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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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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44,896,2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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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 股票代码 0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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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玉 康思然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

智谷大厦 11 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

智谷大厦 11 层 

电话 010-82356080 010-82356080 

电子信箱 liuhanyu@egls.cn kangsiran@egl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行双主业运营，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移动游戏的开发、运营及代理发行以及混凝土输水管道的生产、销

售等业务。 

2017年6月，公司确定由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的相关资产和负债；2017年年底，公司完

成了上述业务的剥离工作。在顺利完成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的剥离相关工作后，公司未来将全面致力于泛娱乐生态建设。 

2017年6月，公司通过外延式并购融入了杭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优秀公司，并成功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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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力雄厚的移动游戏研发平台、移动娱乐视频分发平台和移动游戏重度玩家社区平台，实现了稳定的内部娱乐生态系统。 

同时，公司在2017年持续加强了在产业协同孵化方面的拓展力度，在海外游戏发行、自研和引进IP商业化和艺人经纪生

态孵化方面渐显成效：公司获得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知名IP未来几年的独家移动游戏授权；在目前移动娱乐业热度不减

的二次元领域，公司也引进了日本知名IP《灵能百分百》并进行了相关产品内容授权制作。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模块稳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845,085,867.4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0.11%；利润总额为

1,332,385,374.7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3.2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13,904,417.7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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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845,085,867.44 562,978,996.85 50.11% 489,541,50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970,919.87 214,161,541.55 93.30% 158,749,8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2,827,757.45 209,215,916.73 78.20% 153,065,34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443,924.66 243,385,228.57 64.12% 127,061,356.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5 73.33% 0.5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5 73.33% 0.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1% 6.47% 3.24% 6.3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930,312,592.50 3,875,530,830.34 78.82% 3,680,273,51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07,134,267.86 3,418,050,074.98 69.90% 3,203,933,1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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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36,765.75 175,279,170.60 187,055,973.50 357,313,95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88,167.43 63,409,797.20 117,135,271.75 178,237,68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194,307.57 62,140,867.69 115,664,632.58 139,827,94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786,827.19 66,387,040.88 61,426,496.95 190,843,5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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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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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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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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义聚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7% 222,679,143 222,679,143 质押 222,137,900 

金华巨龙文化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1% 180,990,000 180,990,000 质押 164,866,000 

浙江巨龙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88% 163,750,269 33,210,000 质押 114,246,000 

北京骊悦金实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上海哲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0,000,000 

日照银杏树股

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2% 81,485,307 30,676,473 质押 70,229,997 

宁波乐源盛世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9% 80,971,659 80,971,659 质押 77,871,659 

北京康海天达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0% 79,411,765 79,411,765 质押 79,411,765 

西藏合兆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3% 70,588,233 70,588,233 质押 70,588,233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3.02% 55,730,929 41,798,196 质押 33,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吕仁高直接持有巨龙控股 90%股份，且巨龙控股全资控制巨龙文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日照义聚与日照众聚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前十名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138,750,269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2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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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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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5,085,867.4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11%；实现营业利润419,310,622.71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93.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3,970,919.8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3.30%。 

公司在报告期内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移动互联网产业板块的资源投入，通过收购杭州搜影、北京拇指玩，公司增

加了移动互联网流量运营业务，降低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带来的业绩波动，改善收入和利润结构，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2017年年底，公司出售了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聚焦于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服务和

文化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从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出发，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持续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不断的积累资源以扩

大新的竞争优势和拓展新的市场空间。 

（二）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1、游戏业务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游戏研运一体和精品化运营策略，以MMORPG类型为主。截至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多款产品已

上线运营，主要包括《英雄战魂》、《格斗刀魂》、《青春期》、《英雄战魂之元素王座》、《空城计》和《英雄战魂2》，

并代理发行了多款手机游戏，获得良好的市场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英雄战魂2》于2017年11月1日上线公测。《英雄战魂2》是一款西式奇幻题材游戏，半写实半

卡通风格，作为成功产品《英雄战魂》的续作，公司更新了引擎，使画面和引擎效率大幅提高，同时应用了全新的制作方式，

尝试了更受市场欢迎的偏卡通式渲染画风，使整个游戏的品质有了质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多款产品获得行业内的好评。《英雄战魂2》获得了被誉为游戏“奥斯卡”的金翎奖、最佳原创移动游戏

奖，玩客网主办的第三届“金玩奖”，2016中国移动游戏年度评选——最佳年度竞技手游奖，由上方汇、上方网主办的最受期

待游戏产品金苹果奖，安智应用商店年度游戏“2017年度十大最受欢迎手机游戏”。《空城计》获得了由移动游戏企业家联盟

与中国VR/AR娱乐产业联盟等联合主办的中国优秀游戏制作人大赛优秀奖和2017年第九届中国优秀游戏制作人评选大赛

（CGDA）专业组“最佳游戏动画表现奖”。另外，艾格拉斯荣获由上方汇、上方网主办的第十二届金苹果奖，由《每日经济

新闻》举办2017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最具成长价值奖”和由《游戏日报》、游品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金口奖“年度影

响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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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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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输水管道 197,615,047.77 51,873,950.04  26.25% -4.77% 65.58% -4.25% 

移动终端游戏 505,568,126.53 490,613,943.58  97.04% 47.50% 45.01% -1.69% 

视频内容分发及

其他业务 
130,817,064.94 68,891,738.11  52.66%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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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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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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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本 

（万元）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

据 

杭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7月7

日 
135,500.00  100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 
2017年7月1日 

2017年6月28日

取得证监会批复

同意，7月7日股

权变更 

霍尔果斯泰享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升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搜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7月6

日 
33,850.00 100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 
2017年7月1日 

2017年6月28日

取得证监会批复

同意，7月6日股
霍尔果斯拇指玩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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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更 

购买日，霍尔果斯泰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升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搜听科技有限公司为杭州搜影科技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拇指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年度未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3、反向购买 

本年度未发生反向购买。 

4、处置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

依据 

福建巨龙  100 

出售业务 
2017年12月29

日 

支付价款到达协议约定

交割条件，完成股权变更 

重庆巨龙  100 

江西巨龙  100 

河南巨龙  100 

安徽巨龙  100 

巨龙制砂  100 

2017年6月19日，公司与母公司巨龙控股签署附条件生效之资产出售协议，约定将公司本部扣除货币资金、对艾格拉斯

与巨龙互娱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往来款之外的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及其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出售给巨龙控股，截止2017年12月29

日，巨龙控股已支付了交易总价款的51%，达到协议约定交割条件。从交割日起，公司对经营管道业务的上述子公司不再纳

入合并范围。 

5、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增加方式 

霍尔果斯艾格拉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0 100.00 新设 

霍尔果斯掌沃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40.00 100.00 新设 

北京艾格拉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5.00 100.00 新设 

霍尔果斯指尖乾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0 100.00 新设 

霍尔果斯艾瑞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0 100.00 新设 

拉萨掌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 100.00 新设 

霍尔果斯巨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00 100.00 新设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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