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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一、 项目名称及建设地点 

项目名称：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心网移动平台开发项目(下简称

“本项目”) 

建设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8号静安中心 12层 

二、 建设单位、注册地址及法定代表人 

建设单位：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简称“开心人信息”或“公

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8号 1幢-3至 26层 101内 12层 1272

房间 

法定代表人：周斌 

三、 项目内容概述 

本项目实施，计划通过研发人员、场地及软硬件的投入，开发开心网移动

平台。开心网移动平台是基于移动 APP 技术、采用开心网大数据基础、使用分

布式云存储的“移动社交+休闲游戏”平台。开心网移动平台的开发运营，一方

面能够转换和激活现有开心网社交平台用户，沉淀开心网游戏产品玩家群体；

另一方面能够为移动互联网用户提供社交与娱乐服务，为游戏开发商提供产品

输出与变现的渠道，为广告代理商提供广告产品展示平台。 

本项目建设期为 3 年（36 个月），其中项目投入建设的第 1 至 8 个月为开

发期，第 9 至 36 个月期间为运营期。开发期的实施内容包括场地租赁与装修、

设备采购及安装，人员招聘及培训，平台开发等。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5,114 万元，其中，市场推广费用 2,385 万元，运

营成本 1,268 万元，开发成本 1,048 万元，租赁及装修费用 374 万元，设备购

置费用 40万元。本项目所需资金已通过发行股票再融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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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项目投资结构表 

序号 投资构成 项目投资总额 金额占比 

1.0 市场推广费用 2,385 46.6% 

2.0 运营成本 1,268 24.8% 

3.0 开发成本 1,048 20.5% 

4.0 场地租赁及装修费用 374 7.3% 

5.0 设备购置费用 40 0.8% 

合计 5,114 100.0% 

图表 2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运营期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4,652 

2 运营期平均毛利率 % 46.45% 

3 运营期平均净利率 % 13.91% 

4 内部报酬率 IRR（税前） % 70.33% 

5 内部报酬率 IRR（税后） % 62.48% 

6 净现值 NPV（税前） 万元 1,425 

7 净现值 NPV（税后） 万元 1,181 

8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前） 年 2.04 

9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2.04 

10 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前） 年 2.17 

11 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2.17 

12 投资收益率（税前） % 14.88% 

13 投资收益率（税后） % 12.65% 

四、 编制依据 

1. 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

版； 

2.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心网移动平台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政策及法规； 

4. 公司的财务报告以及其他与项目可行性分析相关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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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 把握移动社交平台创新趋势，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水平 

近年来，由移动社交平台当中衍生出游戏平台业务成为移动平台模式创新

的方向之一，典型的案例包括微信的小游戏、Facebook 的 Instant Games、苹

果的 iMessage游戏等，这一模式的价值正逐步得到市场验证。相较于其他类型

的游戏，嫁接于社交平台的小游戏或社交游戏具备进一步碎片化娱乐的特点，

且不用下载与注册，点开小程序便能进行游戏，游戏门槛大幅降低，游戏用户

快速增长。据 Quest Mobile发布的《微信游戏小程序报告》显示，截至到 2018

年 3 月，微信小游戏玩家已经达到 4.5 亿。与此同时，此类小游戏或社交游戏

具有开发成本低、开发周期短等特点，市场上针对此类游戏的研发团队也在快

速增加，使得游戏产品迅速丰富，进一步促进小游戏生态的循环发展。 

开心人信息是一家集研发、运营、发行于一体的游戏品牌运营商，深耕互

联网应用服务领域多年，是国内鲜有的兼具自主研发实力以及国际化市场纵深

的互联网互动娱乐公司。公司依托企业发展初期所自建的社交网络平台，积淀

了广域的流量基础。因此，公司有必要合理利用现有的社交平台基因和游戏开

发优势，把握移动游戏社交平台的市场趋势，打造开心网移动游戏社交平台，

优化公司在社交平台业务和游戏业务方面的价值创造力，发挥社交与游戏业务

的协同作用，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从而提升公司整理竞争力水平。 

(二) 提升外部流量把控能力，增强游戏产业链主导权 

现阶段，公司已具备开发各类小游戏经验，自 2018 年以来，已开发了 28

款小游戏，较为成熟的小游戏产品主要有《三国一统天下》、《赛车总动员》、《酷

跑变色球》等。移动游戏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包括游戏研发、发行、运营，游戏

企业对各环节的参与程度越深，越能加强对外部流量的把控，从而提高流量变

现的可能性。基于公司在社交平台、游戏开发以及目前在小游戏领域的资源禀

赋，公司有必要实施本项目，通过基础平台建设、平台接口开放以及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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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等方式构建属于开心网自有的移动社交平台，并为第三方游戏开发商提供

游戏发行代理服务，从而帮助公司增强在游戏产业链中的主导权，提升外部流

量把控能力。 

在增强游戏产业链主导权方面，开心网移动平台上线后将由公司自主运营，

公司所研发的小游戏也能够在此平台上发行和运营。因此，本项目的实施，能

够使公司具备在小游戏的研发、发行、运营等各节点的自主运作能力，从而夯

实公司在小游戏产业链的业务主导权，增强公司在游戏产业链上的盈利能力。 

在提升外部流量把控能力方面，开心网移动社交平台的开发运营，能够使

公司直接对接终端用户、广告代理商及游戏开发商。一方面能够带来用户流量，

扩大游戏玩家基数和广告曝光度；另一方面能够为游戏玩家之间提供建立社交

联系的方式，提高用户在平台上的留存度，以利于公司对存量用户的精细化运

营。 

二、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一) 核心技术团队及社交平台的开发运营经验有助于本项目

顺利开展 

开心人信息自设立以来高度重视研发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经过多年的游戏开

发和运营，开心人信息已经建立了一支优良的研发运营团队。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开心人信息员工总数为 198 人，其中技术岗 74 人，运营岗 38 名，产品

岗 24人，视觉体验岗 20人，上述四类岗位合计占比 78.8%。同时，公司的核心

技术人员从事游戏开发运营时间均在 5年以上，具备较为深厚的游戏策划、开发、

运营经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技术团队。 

公司技术团队在社交网络平台和社交游戏的开发及运营方面具有较为丰富

的研发和对外合作经验。在创始团队的带领下，公司为开心网开发了科学的产品

组件和功能模块，全部组件可以分为基础工具、社交游戏和其他应用三大类；特

色功能包括公共主页、开放平台、手机应用等。平台当中的自研组件和第三方组

件的合理搭配，为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服务。随着社交平台的发展，2010

年起公司利用开心网用户资源，探索和发展了网页游戏联运和广告业务，与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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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网页游戏开发商联合运营了《弹弹堂》、《神仙道》、《神曲》等多款网页游戏，

并与多家知名品牌公司和互联网公司进行了广告业务合作。此外，团队在社交游

戏方面亦有丰富经验，曾打造出《争车位》、《买房子送花园》、《开心庄园》、《开

心城市》等多款社交游戏，将开心网同时打造成一个可以通过游戏与好友互动的

社交平台。 

基于公司过往在开心网方面的开发及运营经验，以及在社交游戏方面的过往

经验，公司具备独立开展本项目的能力，并已制定了初步的项目实施计划。在开

心网移动平台发展初期，公司将致力于开发并完善平台技术架构，形成功能完成

度较高的基础平台。与此同时，公司将逐步向平台引入公司及外部游戏开发商的

高品质游戏，打造游戏产品矩阵。在此基础上，公司将加大对外推广力度与内部

运营投入，导入更多的用户及游戏开发商。基于此，公司初步设定了平台在平台

自身建设与游戏内容两方面的目标： 

图表 3   开心网移动平台项目实施计划 

对象 明细项 初期 OB 版本 2.0 版本 

平台本身 

平台基础功能完成度 大于 95% 迭代更新 

开放平台接口完成度 50%-60% 80%-90% 

平台广告功能完成度 50%-60% 80%-90% 

游戏内容 
自研 2-3 款精品社交游戏 5-6 款精品社交游戏 

合作 50-100 款外接游戏 100 款以上外接游戏 

(二) 公司品牌口碑积淀对本项目未来推广运营具有积极作用 

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从事社交游戏及社交平台开心网的运营，提供照片分享

服务、在线聊天服务、音乐分享服务、网络存储服务、博客托管服务、互动游戏

等服务。公司于 2008 年先后自主开发运营了《争车位》、《朋友买卖》、《开心农

场》、《开心城市》等多款社交游戏，利用精品社交游戏的快速传播、易上手等特

性，开心网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社交网站。2018 年 9 月，开心网累计注册

用户数超过 1.8亿，能够成为本项目后续运营的潜在用户来源之一。公司现阶段

的主打游戏分别有《一统天下》、《三国群英传》等。以《一统天下》为例，截至

2018 年 6 月，游戏的用户数量已超 860 万，单月活跃用户数峰值达到 1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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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生命周期已逾 5年，产品口碑和用户黏性得到充分体现。 

凭借开心网过往积累的用户印象及公司在游戏开发方面的专业能力，公司在

移动互联网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得到的了行业内知名公司飞流九天、

易幻网络、真好玩等游戏代理商、运营平台的认可和信任。基于此，开心网这一

品牌所积累的口碑印象，将对本项目所开发的开心网移动平台在未来的推广运营

过程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增加存量客群对开心网移动平台的品牌认知度与接

受度，带动增量客群流量，促进项目平台产品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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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投资总额及使用计划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5,114 万元，其中，市场推广费用 2,385 万元，运

营成本 1,268 万元，开发成本 1,048 万元，租赁及装修费用 374 万元，设备购

置费用 40万元。本项目所需资金已通过发行股票再融资取得。 

图表 4   项目投资结构表 

序号 投资构成 项目投资总额 金额占比 

1.0 市场推广费用 2,385 46.6% 

2.0 运营成本 1,268 24.8% 

3.0 开发成本 1,048 20.5% 

4.0 场地租赁及装修费用 374 7.3% 

5.0 设备购置费用 40 0.8% 

合计 5,1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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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一、 项目静态经济效益指标 

该部分主要针对本项目预测期内每年平均税前、税后盈利情况，以及总体

投资额带来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从静态盈利的情况分析项目的可行性。 

图表 5   项目静态经济效益指标明细表（万元） 

项目 T+1 年 T+2 年 T+3 年 

销售收入 750 7,051 6,154 

息税前利润 -1,806 1,762 2,328 

年均息税前利润 761 

净利润 -1,806 1,762 1,986 

年均净利润 647 

总投资额 5,114 

税前投资收益率 14.9% 

税后投资收益率 12.7% 

二、 项目动态经济效益指标 

该部分系基于项目现金流量表测算的动态经济效益指标，预测期内每年盈

利现金流，按照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

数》第三版规定折现率 12%，进行每年现金流量的折现计算。从动态角度分析

该项目的可行性。 

图表 6   项目动态经济效益指标明细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运营期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4,652 

2 运营期平均毛利率 % 46.45% 

3 运营期平均净利率 % 13.91% 

4 内部报酬率 IRR（税前） % 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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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5 内部报酬率 IRR（税后） % 62.48% 

6 净现值 NPV（税前） 万元 1,425 

7 净现值 NPV（税后） 万元 1,181 

8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前） 年 2.04 

9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2.04 

10 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前） 年 2.17 

11 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2.17 

12 投资收益率（税前） % 14.88% 

13 投资收益率（税后） % 12.65% 

三、 项目损益平衡分析 

盈亏平衡点又称零利润点、保本点、盈亏临界点、损益分歧点、收益转折

点。通常是指全部销售收入等于全部成本时（销售收入线与总成本线的交点）

的产量。以盈亏平衡点的界限，当销售收入高于盈亏平衡点时企业盈利，反之，

企业就亏损。盈亏平衡点可以用销售量来表示，即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量；盈亏

平衡点也可以用销售额来表示，即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该部分指标中主要影

响因素是总成本费用、变动成本、固定成本、营业收入等因素。 

图表 7   项目盈亏平衡点分析(万元) 

项目 T+1 年 T+2 年 T+3 年 

总成本费用 2,553 5,261 3,801 

固定成本 105 55 55 

变动成本 2,449 5,206 3,746 

销售收入 750 7,051 6,154 

盈亏平衡点营收 -46 209 140 

盈亏平衡点 -6%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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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 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为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和运营以及社交平台

的运营的综合型互联网互动娱乐公司，具有轻资产的特点，故技术人员、管理

人员、营销人员等优秀的人力资源是公司经营的重要资源，是保持并提升竞争

力的关键因素。在本项目中，公司拟通过搭建用户层、业务层、信息处理层、

基础层、安全支撑体系等系统架构层级，打造开心网移动平台。系统架构的搭

建及功能模块的开发，需应用多种类型的开发技术。而主要开发技术掌握在公

司核心技术团队人员手中，并由其负责应用实施。因此，核心技术人员若出现

流失，可能对公司经营和项目实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变

长，业务对接损耗增加，甚至是相关核心技术资料泄露。 

为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从现有的技术团队出发，设计合理的管理架构，

为未来项目实施团队的管理结构设计提供基础，并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激励

机制，减少人员流失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另外，为技术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保证人员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互相平衡，持续实施较优于同业平均水平

的薪酬与福利制度，也是增强人员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同时，为技术人员创造

公平的竞争环境与清晰的发展路径，将员工个人能力发展与职务晋升相匹配，

进而提升员工的个人在公司工作过程中的成就感与归属感，也是增强员工粘性

的重要手段。 

二、 数据化信息泄露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 

开心网移动平台在开发和运营过程中，会将公司的日常运营信息、用户信

息、产品信息、广告代理商信息等内容进行数据化存储处理，并供系统运行时

合法使用。但是，任何信息在经过数据化存储处理之后，均会产生数据泄露的

风险。为防止上述情况发生，公司通过在制度层面及物理技术层面采取了必要

的控制措施。一方面，公司在员工招聘及项目运作的过程中，分别会要求员工

签署《保密和不竞争协议》和《保密协议》，对秘密信息、秘密信息载体、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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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各类知识产权、竞业禁止、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详细规定，

并明确各方责任及协议的法律效应，以制度保障公司技术资料、商业秘密及技

术成果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在平台开发过程中，公司规定每个同事只负责开

发若干个模块，使得非主要负责人在平台开发阶段无法获取平台的完整资料信

息。同时，公司将对平台开发所使用的电脑主机等硬件设备设置多重锁定措施，

包括为办公区电脑主机进行上锁固定、关闭 USB 等数据传输接口的对外传输功

能、关闭平台开发主机的上网功能等等，防止资料通过可移动设备及网络进行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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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结论 

开心网移动平台是基于移动 APP 技术、采用开心网大数据基础、使用分布

式云存储的“移动社交+休闲游戏”平台。开心网移动平台的开发运营，能够为

中小游戏开发商、移动互联网用户以及广告代理商提供社交、游戏、广告等服

务，满足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社交休闲娱乐需求，为游戏开发商提供产品输出与

变现的渠道，为广告代理商提供广告产品展示平台。 

本项目实施，是公司基于现有的社交平台基因和游戏开发优势，把握移动

游戏社交平台的市场趋势所实施的业务发展战略手段之一，有利于公司提升外

部流量把控能力，增强游戏产业链主导权，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水平。在

可行性方面，公司的核心技术团队及社交平台的开发运营经验将有助于本项目

的顺利实施；而公司的品牌口碑积淀对本项目未来的推广运营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发展方向，建设和运行期间对环境

影响较小，项目的实施能够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对促进当地就业和税收增

长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在技术上是可靠的，

经济上是客观的，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的实施是非常必

要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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