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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晨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8-054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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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董事刘晓庆被采取强制措施，公司暂时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且刘晓庆无法亲自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无法审阅公司 2017 年

年度报告，故其无法保证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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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庆 董事 公司无法与刘晓庆取得联系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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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鑫科技 股票代码 0024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壹桥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云 朱雪云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52号 1单元

4 层 9 号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52号 1单元

4 层 9 号 

电话 0411-82952526 0411-82952526 

电子信箱 cxkj@morningstarnet.com cxkj@morningstarne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7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出售，将海珍品养殖、加工、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对外出售，收购壕鑫互联4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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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公司实现主营业务的全面转型。报告期内，公司形成了海珍品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及互联网游戏发行、运营的双主

业模式，主要产品包括围堰海参、海参加工品及互联网游戏等；2017年9月，公司在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确定了向移动游

戏及互联网大文化产业全面转型的发展战略，主要经营互联网游戏业务，不再从事海珍品相关业务，开始进军互联网大文化

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885,818.1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9.86%；利润总额为373,372,681.42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0.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1,373,519.4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22%。 

1、海珍品育苗、养殖和加工业务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已经逐步形成了“育苗—养殖—加工—销售” 的全产业链模式，并已掌握了海珍品苗种繁

育、饵料培育、围堰海参养殖和海参加工技术，具备了海珍品的销售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海珍品育苗、养殖和加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4,868,204.7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6.87 %；利润总额为

44,237,807.2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3.23%。 

公司海参育苗业为海参全产业链上游环节，不进行对外销售；2016年以来，公司不再对外销售贝苗，从而全面退出了海

珍品育苗销售业务。报告期内，海珍品养殖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4.63%，海珍品加工业务收入占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7.42 %。围堰海参和海参加工品为公司海珍品业务主要传统优势产品，报告期内，围堰海参的养殖规模

增加。近两年，公司海珍品养殖业和海珍品加工业受到海参价格下行的影响，以及国内海参市场竞争格局及需求变动的冲击，

对公司综合毛利率贡献率呈下降趋势，报告期内对毛利率贡献较大的产品主要为围堰海参、海参加工品。根据《中国渔业统

计年鉴》统计资料显示，辽宁及山东刺参产量占我国刺参总产量85%以上。受此影响，公司销售市场分布亦体现出较明显的

区域性特色，公司销售区域主要为国内环渤海地区。 

公司海珍品养殖、加工及销售业务虽已形成产业链，但研发投入和技术人才仍显不足，且短期内研发投入及人才引进未

有突破瓶颈的迹象。同时，相比同行业公司，公司海珍品产品结构单一，可能不利于分散经营风险。此外，公司以围堰海参

及海参加工品销售为主，其中鲜活产品的销售能力较强，海参加工品销售能力偏弱。 

由于近年来出现的一窝蜂增建、扩建育苗场现象及南方海参养殖产业的兴起，海参供给规模迅速增加，而作为高端滋补

品的海参市场2013年以来因受宏观政策的影响，餐饮、礼品等市场消费需求逐渐减少，供需结构的不平衡使海参产业处于低

迷状态，成品海参价格下滑，亏损企业明显增加，目前有近2/3育苗室已经被迫停产或半停产。此外，一些对海参危害较大

极端气候现象和异常海洋状况近年来有显著增加的趋势，台风、赤潮等对水产养殖业有较大影响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公司

海珍品尤其是海参养殖业务面临水域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消费疲软等风险因素，未来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将海珍品养殖、加工、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对外出售，退出海珍品行业，从而能够降低公司的

业务风险，有利于公司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 

2、互联网游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壕鑫互联45%的股权，壕鑫互联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通过壕鑫互联从事互联网游戏

业务，包括互联网游戏的开发、发行、运营及推广业务。壕鑫互联是一家拥有自有流量入口、集线上游戏发行、线下赛事承

办于一体的互联网公司，以“线上游戏—线下赛事—媒体直播”的“电竞大文化+”业务为核心概念，对优质游戏产品精细化运

营，最终实现流量的变现。 

报告期内，公司的互联网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98,019,328.5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5.46%；利润总额为  

180,340,166.7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7.12 %。 

2017年，壕鑫互联坚持“电竞文化产业”+“移动游戏出海”战略，稳步推进业务发展和内部管理，在保持原有自研+代理发

行业务结构的同时，大力发展体育类、强竞技、休闲竞技及棋牌智运竞技游戏，发行的《战火联盟》、《梦幻足球经理》、、

《Dunk Nation 3X3》、《无尽守卫》等10余款移动端竞技类游戏都受到玩家的认可，为公司收入带来稳定的增长。代理游

戏《Dunk Nation 3X3》凭借卓越品质在北美用户范围内广泛传播，一经上线便获得了App Store体育榜首位以及免费游戏榜

前10的优异排名。继《Dunk Nation 3X3》在北美地区成功发行后，壕鑫互联自研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无尽守卫》也于北

美顺利完成内测，获得了北美用户的一致好评，并将于2018年正式在全球上线，未来公司将实现国际战略视野总体布局，为

全球市场均衡持续的增长做好充足准备。与此同时，壕鑫互联于2017年通过合作及投资的模式与众多H5类游戏厂商建立关

系，加速布局竞技对战类H5游戏，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游戏行业品类布局的完整性。 

报告期内，壕鑫互联参股子公司新华互动（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成功举办第一届“新华电子竞

技大赛”。“新华电子竞技大赛”全面覆盖26家网络媒体首页头条位置，前期预热宣传资讯曝光量超3180万次，单条微博阅读

量突破190万，赛事的直播内容覆盖了包括斗鱼、虎牙、战旗、以及海外平台Twitch等多家直播媒体平台。新华电子竞技大

赛的举办，在起到支持、规范电子竞技赛事市场发展的同时，为壕鑫互联电竞品牌、游戏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未来，公司

将继续通过电竞场馆等方式，完善线上结合线下的电竞体验。 

    基于区块链技术在电竞大文化产业以及其衍生出的游戏方面的相关场景应用为探索方向，壕鑫互联在2017年底推出全球

首款区块链电竞智能娱乐终端——竞斗云，将以区块链为导向，打造区块链DAPP服务平台，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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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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91,885,818.17 781,635,217.21 781,635,217.21 -49.86% 579,263,111.88 579,263,1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1,373,519.41 295,678,852.31 295,678,852.31 -8.22% 248,625,838.33 248,625,83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085,803.79 217,870,853.46 217,870,853.46 -55.90% 231,776,382.89 231,776,38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2,766,507.55 417,967,538.49 417,967,538.49 -39.52% 378,265,238.01 378,265,23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1 0.21 -9.52% 0.26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1 0.21 -9.52% 0.26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8% 11.78% 11.78% -2.00% 11.14% 11.1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747,839,828.

46 

3,194,994,642.

31 

3,194,994,642.

31 
-14.00% 

3,271,487,153.

23 

3,271,487,153.

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78,342,660.

60 

2,665,698,995.

32 

2,665,698,995.

32 
-22.03% 

2,370,487,228.

01 

2,370,487,228.

0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归集于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单独列报。2017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按新口径追溯调整，将营业外收入调整为资产处

置收益，对上述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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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49,471.36 94,925,442.94 84,247,358.14 159,963,5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0,257.62 25,958,922.89 31,977,437.28 202,506,90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55,063.91 22,175,318.49 28,814,639.28 37,440,78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67,352.44 13,490,516.70 2,829,623.16 106,779,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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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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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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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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群 境内自然人 26.26% 374,781,750 187,390,875 质押 373,952,850 

刘晓庆 境内自然人 6.98% 99,630,000 74,722,5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鑫

信托·国鑫 20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58% 22,489,655 0   

郭幼全 境内自然人 0.95% 13,605,713 0 质押 770,000 

杨全玉 境内自然人 0.82% 11,700,000 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鑫

信托·华鹏 62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68% 9,684,700 0   

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金汇 2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52% 7,424,390 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鑫

信托·华鹏 35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51% 7,265,200 0   

华志娟 境内自然人 0.50% 7,110,100 0   

徐玉岩 境内自然人 0.42% 6,052,500 4,496,250 质押 4,199,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刘德群先生，股东刘晓庆女士和刘德群先生为父女关系，股

东赵长松先生和刘晓庆女士为夫妻关系，三人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除此外，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自然人股东郭幼全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859,513 股；自然人股东谢怡通过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558,2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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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7年，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实现主营业务转型，于2017年10月完成重大资产出售，将海珍品养

殖、加工、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出售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公司形

成了海珍品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及互联网游戏发行、运营的双主业模式，主要产品包括围堰海参、海参加工品及互联网

游戏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确定了向移动游戏及互联网大文化产业全面转型的发展战略，主要经营互联网游戏

业务，不再从事海珍品相关业务。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两部分，即海珍品育苗、养殖和加工业务以及互

联网游戏业务。 

1、海珍品育苗、养殖和加工业务 

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海珍品苗种繁育和围堰海参养殖，已掌握了虾、蟹、扇贝、海参、鲍鱼、海胆等海珍品苗的工

厂化培育及中间育成技术，并积累了丰富的围堰海参规模化养殖经验，主要产品包括贝苗、鲜活海参、海参加工产品、海蜇

及鱼虾蟹等。 

由于近年来出现的一窝蜂增建、扩建育苗场现象及南方海参养殖产业的兴起，海参供给规模迅速增加，而作为高端滋

补品的海参市场2013年以来因受宏观政策的影响，餐饮、礼品等市场消费需求逐渐减少，供需结构的不平衡使海参产业处于

低迷状态，成品海参价格下滑，亏损企业明显增加。此外，一些对海参危害较大极端气候现象和异常海洋状况近年来有显著

增加的趋势，台风、赤潮等对水产养殖业有较大影响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公司海珍品尤其是海参养殖业务面临水域环境污

染、自然灾害、消费疲软等风险因素，未来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2017年，公司在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退出海珍品行业，从而降低了公司的业务风险，有利于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

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 

2、互联网游戏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壕鑫互联从事互联网游戏业务，包括互联网游戏的开发、发行、运营及推广业务。随着移动

互联网流量红利逐渐耗尽，互联网游戏市场进入存量竞争时期。互联网游戏竞技化成为市场新的增长支点，游戏推广渠道在

协助运营商进行产品推广、吸引用户、反馈信息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游戏开发环节，壕鑫互联通过委托研发的模式与

游戏开发商合作，在游戏开发前期提前预判市场情况，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节奏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调整，以确保游戏上线后

有良好的市场表现。通过深度参与游戏研发过程与独家代理相结合的模式，壕鑫互联在对游戏开发进度、内容和质量进行全

面把控的同时，降低了向游戏开发商的分成比例。在游戏运营环节，壕鑫互联通过打造“线上游戏—线下赛事竞技—媒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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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相结合的竞技类游戏生态模式，有效提升了玩家的游戏留存率以及ARPPU值。在游戏推广环节，壕鑫互联凭借线上自有

游戏平台1862.cn，成功建立了与游戏用户沟通、推广的桥梁，降低了对第三方游戏推广渠道的依赖。 

2016年资产置换完成后，壕鑫互联通过分享上市公司的品牌声誉，提高了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

加盟，游戏研发、运营和代理能力显著提高。2017年，除《猎魔人》外，壕鑫互联陆续上线《Dunk Nation3x3》、《无尽守

卫》、《战火联盟》等游戏。壕鑫互联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公司完成了向互联网游戏业务的全面转型。 

近年来，得益于智能手机和无线上网的普及，用户对移动游戏的需求越来越大，移动游戏市场发展迅速，行业监管体

制日益完善，盈利模式趋于成熟。目前，移动游戏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时期，ARPU值提升成为市场规模扩大的核心动力。对

于中小游戏公司来说，资金层面很难满足持续加大的重度化、精品化游戏研发投入及用户注意力稀缺导致的游戏推广费用的

大幅提升。因此，预计未来移动游戏行业准入门槛及行业集中度将逐渐提高，资本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尽管手机用户数量

增长放缓，但手机网络游戏使用率仍然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相比PC游戏来说，手机游戏的使用时间碎片化、上手门槛低、

游戏玩法多样，使得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类型，未来PC端网游用户向移动端流转的态势依然持续。 

2017年4月，文化部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预计游戏业市场规模达到

3,000亿元左右，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游戏企业，创作生产一批内容健康向上、富有民族特色

的游戏精品。推进游戏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网络游戏、电子游戏等游戏门类协调发展，促进移动游戏、电子竞技、游戏直播、

虚拟现实游戏等新业态发展”。因此，公司进一步聚焦互联网游戏业务，把握互联网泛娱乐产业高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拓展

多元化的移动游戏市场和互联网泛娱乐生态既符合行业发展趋势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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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堰海参 55,419,427.50 26,844,989.89 48.44% -88.17% -78.48% 81.85% 

网络游戏 250,606,499.23 234,922,552.46 93.74% 96.78% 93.7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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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1,885,818.17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9.86%；营业成本 61,989,447.21 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 84.07%；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271,373,519.41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22%，主要由于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完成重大资产出售，将海珍品养殖、加工、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对外出售，收购壕鑫互联 45%股权，公司实现

主营业务的全面转型。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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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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1、《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2017年5月28日之后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

营的列报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 

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个别利润表中

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对于当期列报的终

止经营，原来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报的信息重新在比较

报表中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 

已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批准 

 

本期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终止经营净利润 

上期持续经营净利润 

上期终止经营净利润 

-166,963,808.15  

166,963,808.15 

-170,680,515.68 

170,680,515.68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

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

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

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年1月

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

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 

已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批准 

 

其他收益 52,721,188.62 

营业外收入 -52,721,188.62 

3、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归集于营业外收入、营业

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单独

列报。2017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按新口径追溯调整。 

已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批准 

本期资产处置收益 166,725,351.21 

本期营业外收入 -166,731,822.57 

本期营业外支出 -6,471.36 

上期资产处置收益 51,620,970.35 

上期营业外收入 -51,763,950.20 

上期营业外支出 -142,9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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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增加3家孙公司，分别是壕鑫互联新设2家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壕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壕鑫网络有限公司，及壕

鑫互联的全资子公司喀什雀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雀跃互联股份有限公司。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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