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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晨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8-106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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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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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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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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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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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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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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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10,840,866.71 147,674,914.30 147,674,914.30 4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837,015.10 36,889,180.51 36,889,180.51 14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3,654,555.73 29,830,382.40 29,830,382.40 18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142,525.56 143,157,869.14 143,157,869.14 -12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040 0.040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040 0.040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1.37% 1.37% 2.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773,456,789.84 2,747,839,828.46 2,747,839,828.46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67,051,732.73 2,078,342,660.60 2,078,342,660.60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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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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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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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群 境内自然人 25.28% 360,781,750 0 
质押 221,207,850 

冻结 360,781,750 

刘晓庆 境内自然人 6.98% 99,630,000 99,630,000 冻结 99,630,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盛荣

2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8% 9,760,000 0   

华志娟 境内自然人 0.50% 7,110,100 0   

张建志 境内自然人 0.38% 5,470,000 0   

湖南威科电力

仪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5,100,000 0   

黄稳稳 境内自然人 0.34% 4,890,000 0   

宋晓辉 境内自然人 0.32% 4,567,500 0   

李宁 境内自然人 0.31% 4,411,713 0   

徐玉岩 境内自然人 0.29% 4,199,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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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自然人张建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70,000 股；黄稳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9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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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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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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上半年，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一步深化经营及管理创新，规范公司运营及管理，有效控制公

司的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做好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及布局，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保证公司平稳

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084.09万元，同比增长42.77%；实现营业利润8,883.24万元，同比增长87.7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883.70万元，同比增长140.82%。 

1、游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移动游戏发行业务持续稳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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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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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覆盖了从轻度对战游戏到重度竞技类游戏的不同用户范围，不但进一步完善了竞技类游戏用

户覆盖，同时与自有电竞业务相互支撑，完善了电竞业务版图中的电竞游戏内容部分。公司自研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无尽

守卫》也于2018年正式在全球上线，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2、电竞业务 

公司于2017年基本完成覆盖全产业链的电竞产业布局，2018年，公司积极建设旗下的电竞品牌，持续扩大公司电竞品牌

的影响力，通过扩大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线下电竞场馆的合作，将自有电竞赛事渗透到二三线城市。 

2018年上半年，公司以竞技类游戏+出海的移动游戏发行业务，在海内外发行数款覆盖轻度及重度的竞技类游戏，严格

把控游戏产品质量，积累海内外用户口碑。 

3、区块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区块链技术上加大研发投入，利用区块链技术增加在电竞大文化行业的实际应用场景，加速自有区块

链服务平台的搭建速度，并持续优化和巩固区块链业务在行业内的地位，深入区块链DAPP的研发。公司以自研区块链设备“竞

斗云”为基础，扩展服务场景，并加大其他基于垂直应用场景的区块链硬件研发。公司在竞斗云平台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虚拟宠物“PolyPony宝利马”，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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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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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