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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2                                证券简称：中青宝                      公告编号：2019-016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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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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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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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64,708,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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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宝 股票代码 3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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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毅 尹浩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期 10A

栋 23 层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期 10A

栋 23 层 

传真 0755-26000524 0755-26000524 

电话 0755-26733925 0755-26733925 

电子信箱 ir@zqgame.com ir@zqgam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游戏业务为基础，加大对云服务业务的投入，兼顾科技文化业务，持续推进主营业务的均衡发展。公

司通过多年来对所处游戏行业的深度探索、研发、运营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广泛布局，为公司进行自主创

新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奠定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目前，公司经营方向由单一的游戏业务升级为游戏、

云服务和科技文旅三大板块。公司的各个业务之间互为支撑，相互协同，通过拓宽公司发展路径，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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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具体业务情况如下： 

    1、游戏业务  

    手游方面：2018年年初，公司推出由小说IP改编的仙侠手游《武炼巅峰》，产品上线后就受到小说原著爱好者的追捧，

该产品用户从传统的游戏类用户成功拓展到小说阅读用户，并有稳定增长的态势；另外，公司自研手游产品《九州荣耀》也

在2018年3月进行了上线首发，上线后业绩表现良好。目前该游戏除国内已上线运营外，与东南亚地区、韩国地区也已经成

功签约，产品预计于2019年下半年在海外平台上线。公司开发的棋牌游戏主要有《好牌网》、《老友麻将》等一系列休闲社

交类棋牌游戏。报告期内，棋牌类游戏收入为2,976.93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9.36%，利润为1,080.15万元，占公司净

利润的29.71%。 

    端游方面：中青宝老牌红色网游系列产品《抗战》、《亮剑》以及国战类网游产品《天道》、《新战国英雄》都保持着

不错的盈利能力，随着游戏版本不断的开发与更新，游戏在线用户数都保持稳定。报告期内，中青宝开发了全新的国战类客

户端游戏产品《怒三国之战PK》，产品已于2018年7月正式上线，2018年底全新西游题材项目《惊天战神》内部测试数据良

好，预计于2019第一季度上线。 

    页游方面：2018年年初，《大话女儿国》于QQ游戏大厅平台正式推广，业绩表现良好，获得QQ游戏大厅平台页游排行

第三的成绩。2018年4月，公司推出由电影IP改编的页游《西游悟空传》，产品顺利通过渠道平台审核，于2018年7月正式上

线。页游老牌产品《裂天之刃》运营情况良好，随着游戏版本不断的开发与更新，游戏在线用户数及收入都保持稳定。 

    2、云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宝腾互联专注于IDC、云计算、云安全等增值业务，同时以IaaS层能力为基础，积极寻求业务突

破与创新，陆续围绕各项云增值业务进行产品设计和平台整合，致力于为全行业客户提供全维度的数字化转型能力。  

数据中心业务方面：目前宝腾互联在深圳观澜拥有专业高效的数据中心运维团队，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定、高效的IaaS

层云服务。此外，宝腾互联自主研发的DCOP运维管理平台，采用数字化运维管理，基于二维码与 RFID射频识别技术，配

合移动终端及后台管理系统对机房各类数据进行高效分析，同时整合业内先进的智能建筑管理技术，助力用户提升数据中心

运维管理水平和优化能耗指标。 

数据中心运维外包业务方面：宝腾互联承接了黔西南、大庆、泸州等城市政务云数据中心的运维外包项目，整合输出

宝腾互联多年在机房基础设施类的运行维护标准和能力的沉淀，为公司开拓新的盈利点。  

 云增值业务方面：致力于打造宝腾互联的优质集成品牌，现已陆续完成与业内各大云厂商的合作签约，除正常的业务

代理外，基于宝腾互联自身的产品体系与云厂商上下游的产业链企业开展项目合作；跟业内排名前列的企业安全类公司开展

深入的战略合作，丰富宝腾互联在安全方面的产品和技术能力，为各行业客户提供全维度的安全类服务；完成宝腾互联自有

智能呼叫中心平台的研发，面向政府、金融、物流、教育以及中小企业，通过将呼叫中心智能服务模块与人工坐席进行协调

合作的方式，有效协助企业减少人工压力，提升生产效率；在云融合、云存储、云安全和云集成等增值业务方面完成了产品

设计及平台的搭建，可满足各行业用户在云计算、大数据、5G和边缘计算领域的个性化需求。 

    3、科技文旅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公司在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探索，打造泛娱乐生态圈，实现线上线下娱

乐一体化。  

公司于早期成立子公司北京中青宝长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公司于北京布局的八达岭水关长城“龙腾九州”项

目。该项目是以“飞行影院”这一大型高科技体验形式为主体，并结合长城文化为背景的大型飞行体验项目。公司的凤凰高科

技文化科普体验园项目在继续推进中。目前所有前期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等前期方案已经全部完成，并通过凤凰县政府规委会、

住建局等相关部门一致通过。工程总包方中建二局也已进驻凤凰项目，准备全面展开施工建设工作。相关高科技项目的设备

设计、影片内容设计已经全面进入深化阶段。其它工作也均按计划推进，凤凰高科技文化科普体验园项目预计2020年初建成

试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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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34,005,440.88 313,223,143.38 6.63% 377,771,0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61,863.23 50,296,660.75 -27.71% -36,368,99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78,159.78 195,690.37 14,197.16% -127,741,90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67,977.03 106,706,029.63 -105.12% 111,466,3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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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9 -26.32%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9 -26.32%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4.40% 0.34% -3.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227,887,863.96 1,139,853,356.27 7.72% 1,296,648,12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9,629,104.19 751,785,507.16 -0.29% 1,117,337,6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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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12,366.20 69,707,079.41 55,435,525.47 134,350,46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60,569.52 13,148,172.67 5,576,177.09 3,276,94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81,786.28 10,089,242.56 5,272,739.06 34,39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825,971.10 70,338,221.90 -14,053,606.31 33,073,3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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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0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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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德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47% 72,713,262 0 质押 64,700,000 

宝德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3% 39,780,000 0   

李瑞杰 境内自然人 0.42% 1,111,924 833,943   

乌鲁木齐南博

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1,048,728 0   

靖涛 境内自然人 0.35% 932,011 0   

郭振忠 境内自然人 0.33% 876,045 0   

蔡慧芳 境内自然人 0.29% 771,700 0   

金岩 境内自然人 0.28% 732,600 0   

李梅 境内自然人 0.23% 606,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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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珍 境内自然人 0.18% 479,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李瑞

杰、张云霞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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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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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游戏业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务情况，分为三大板块： 

    1、公司继续在游戏产品的研发、发行与运营这一传统主营业务之基础上，不断加强对新游戏的研究与开发，集中精力

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游戏产品，稳定提升网络游戏市场份额和盈利水平； 

    2、公司紧跟互联网发展趋势，主动改变公司传统单一的主营业务现状，整合产业链资源，将游戏产品与云计算技术有

机结合，在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布局； 

    3、公司以现有游戏技术为支撑、将VR/AR技术与旅游产业相融合，打造了互联网娱乐与传统旅游产业有机结合的新型

科技文化主题公园，走科技文旅发展之路。公司的网络游戏、云服务、科技文旅三大主营业务已形成互为支撑、相互融合的

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400.54万元，同比增长6.63%；实现营业利润4,171.55万元，同比下降17.54%；实现利

润总额4,663.27万元，同比下降15.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636.19万元，同比下降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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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由于以下因素影响，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具体说明如下：（1）自完成对深圳宝腾互联

收购以来，公司业务整合情况良好，完善了公司“游戏+云”的产业链布局，成为公司新增稳定盈利点。（2）报告期内，投资

公司分红产生较大的收益。（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由于公司处于内部业务优化关键时期

并进行新业务领域布局建设和投资，从而对公司经营利润产生影响。游戏市场竞争白热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游戏推广受

到市场压力和政策影响，数款新游戏尚未开始产生效益。（4）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8,383,703.45

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回顾 

    1、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完善和优化，面对快速发展的行业大环境以及游戏行业的激烈竞争，公司寻求自身业务的

突破创新，不断加强对新游戏的研究与新技术的开发，集中精力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游戏。年内公司重点产品小说IP

改编的仙侠手游《武炼巅峰》，产品上线后就受到小说原著爱好者的追捧，处于增长的态势；另外，公司自研手游产品《九

州荣耀》也在2018年3月进行了上线首发，上线后业绩表现良好。公司老牌红色网游系列产品《抗战》、《亮剑》以及国战

类网游产品《天道》、《新战国英雄》都保持着不错的盈利能力，公司不断对游戏版本开发与更新，延长优质端游的游戏寿

命。公司未来仍会坚持以产品为核心的业务发展策略，努力实现产品研发精品化，产品运营精细化，稳步推动公司业绩发展。

公司深耕产业链上下游，深圳宝腾互联为公司注入数据中心业务及服务器业务，业绩良好，成为公司新增的盈利点。 

    2、股权激励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为建立健全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与

骨干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中青宝互动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2018年6月26日，董事会对《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2018年7月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多项议案。2018

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授予价格为6.2元/股，授予日为2018年7月11日。2018年8月28日，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已完成。 

    （三）公司整体发展概述 

目前游戏市场竞争白热化，面对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环境，公司必须跟上行业发展的脚步，在未来的发展中，需加强自身

游戏业务的研究与开发，积极应用先进技术，集中精力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游戏，提升行业竞争力。公司也将依托于游

戏行业的沉淀，持续向泛娱乐平台方向进行转型，延伸产业链，完成对云服务公司深圳宝腾互联的收购，为公司拓宽新的业

务发展方向，拓展新的盈利点。同时，公司在业务应用方面积极创新，将VR/AR技术与文化旅游相结合，优化公司业务结

构，多元化发展，增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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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O 游戏 47,532,406.88 33,768,469.87 71.04% -34.27% -21.67% 11.43% 

网页游戏 44,451,175.01 33,220,537.46 74.73% 84.18% 80.48% -1.53% 

手机游戏 92,681,784.77 51,352,915.84 55.41% -20.46% -18.59% 1.27% 

云服务业务 94,680,630.46 52,140,884.57 55.07% 21.97% 37.61% 6.26% 

科技文旅业务 28,910,350.34 15,292,110.64 52.89% 116.84% 45.36% -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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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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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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编制 2018 年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原列报管理费用 103,800,797.31 元，新列报管理费用

38,800,704.18 元，研发费用 65,000,093.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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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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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深圳游嘻宝1家子公司，因注销减少西安掌控力、韩国中青宝2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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