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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18-093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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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林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鲁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琦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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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族网络 股票代码 00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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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楠 朱梦静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 

电话 021-33671551 021-3367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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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ir@yoozoo.com ir@yooz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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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86,787,310.70 1,679,690,336.24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2,986,038.73 339,492,288.02 4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9,496,221.86 326,489,499.02 1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20,839.94 205,143,561.68 -93.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39 43.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39 43.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5% 11.7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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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1,953,393.50 6,635,947,807.91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34,404,604.14 4,051,162,418.38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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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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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奇 境内自然人 34.43% 305,861,448 229,396,086 质押 277,926,147 

上海一骑当先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99% 70,951,642 0 质押 70,950,000 

朱伟松 境内自然人 4.12% 36,612,805 0 质押 33,03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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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卿伟 境内自然人 3.98% 35,378,319 0 质押 4,500,000 

王卿泳 境内自然人 3.65% 32,438,319 0 质押 3,350,000 

马信琪 境内自然人 2.30% 20,429,349 0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自然人 2.23% 19,783,808 7,757,951   

崔荣 境内自然人 1.82% 16,152,801 12,114,601 质押 2,110,000 

张云雷 境内自然人 1.75% 15,515,903 15,515,903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 15,031,70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卿泳和王卿伟先生为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马信琪持有的上述无限售股份均为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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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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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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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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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族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 

17 游族 01  112514 2020 年 04 月 07 日 40,000 5.5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9.27% 38.69% 0.5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5.53 13.66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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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游族延续“精品化、全球化、大IP”三大核心战略，秉承向用户传达“分享简单的快乐”企业文化的理念，

继续为全球游戏用户提供优质游戏产品及相应服务。作为中国领先的互动娱乐供应商，游族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移动游戏和网

页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的主营业务，在巩固核心业务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稳健地推动游戏品类拓展，不断更新研发、

发行技术及理念，在报告期内推出的优质精品游戏更是经受住了严格的市场检验，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同时，持续打造

顶级IP，对现有的IP矩阵不断巩固，为今后积蓄更多能量密集的爆发点；在过去开拓的海外市场的基础上继续对海外区域市

场进行深度拓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结合精实增长的阶段性目标，游族对精品化研发和发行理念进行升级，以精细化运营思路深耕已发行产品，延续产品

生命周期，以线上线下一体化策略发行新游戏。报告期内，游族成功推出首款自研MMO移动游戏《天使纪元》，后续储备产

品包括全球顶级IP改编SLG移动游戏《权力的游戏 凛冬将至》、以山海经为题材的全3D次世代回合制RPG移动游戏《山海镜

花》、二次元休闲挂机移动游戏《嘣战纪》、国内外成绩表现优秀的自研IP《女神联盟》系列新作《女神联盟2》移动游戏

等，横跨轻度和中重度各大品类，面向的用户群体将更具多元化。其中，《权力的游戏 凛冬将至》IP的正版移动游戏独家

代理权已经正式授权给腾讯，游族的研发优势将与腾讯的流量优势相结合，未来将成为游族的一个强劲增长点。报告期内，

游族新上线产品和储备产品已经全面移动游戏化，标志着游族从页游厂商向移动游戏厂商的成功转型。 

报告期内，游族持续在海外市场发力。基于在海外成熟的发行技术体系，游族移动游戏《Legacy of Discord - Fu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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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s》、《少年三国志》及网页游戏《League of Angels》《League of Angels II》等均在海外地区有稳定表现，在ARPG

移动游戏、RPG页游等细分领域中均获得了瞩目成绩。目前游族全球发行版图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在App Annie公布的

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App发行商出海收入月榜中，游族网络稳居排名TOP20。 

报告期内，游族实现营业总收入1,786,787,310.70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6.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2,986,038.73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45.21%；其中移动游戏稳步增长，营收达到1,153,889,166.94元，同比去年增长7.46%。

报告期内，游族注重夯实国内市场现有发展基础，营业收入中来自国内地区的收入达到838,834,533.04元，相比上年同期增

长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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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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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Youzu Games HongKong Limited设立Yoozoo Games US Corp，持股比例为100%，本公司从2018

年3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8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游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上海游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本公司从2018

年3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8年4月，本公司之子公司Youzu Games HongKong Limited设立YOOZOO GAMES KOREA CO. LTD，持股比例为100%，

本公司从2018年4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8年4月，本公司之子公司YOUZU（SINGAPORE）PTE.LTD设立E4U Live Pte. Ltd.，持股比例为100%，本公司从2018年4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8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游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上海游富玖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0%，本公司从

2018年5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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