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文化                      公告编号：2019-038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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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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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骅威文化 股票代码 00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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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平 危永荧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 

电话 0754-83689555 0754-83689555 

电子信箱 stock@huaweitoys.com stock@huaweitoy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优质IP运营为载体、以精品内容创作为核心，从事影视剧的投资、拍摄、制作、发行和网络游戏的研

发、发行和运营，并积极推动各业务板块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不断深化泛娱乐IP产业链布局。 

影视剧业务方面，公司始终以IP引进和创新为基础，秉承内容精品化策略，聚焦年轻化需求，以影视精品言情内容创作

为立足之本，持续打造网台联动的精品原创剧。 

游戏业务方面，公司立足于精品游戏研发和运营思路，基于知名IP游戏的成功研发经验，坚持研发、自营与代理并行，

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创新的游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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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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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51,752,154.42 726,957,206.42 3.41% 812,274,60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6,900,784.64 365,266,276.47 -449.58% 303,018,45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2,387,241.75 260,908,014.27 -591.51% 223,539,16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00,100.56 97,098,059.84 -215.76% 296,069,548.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9 0.42 -454.76%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9 0.42 -454.76%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32% 10.90% -56.22% 9.2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463,870,583.60 3,759,374,711.82 -34.46% 3,611,768,08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4,085,330.07 3,473,631,469.90 -37.70% 3,154,374,9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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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74,460.20 44,289,020.80 54,431,610.75 622,457,06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78,042.20 26,813,601.80 444,379.56 -1,310,336,80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53,124.39 26,902,682.80 2,620,878.52 -1,317,063,92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466,256.44 25,572,257.80 -1,731,092.46 -56,775,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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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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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祥彬 境内自然人 20.31% 174,654,462 174,654,462 质押 174,650,839 

杭州鼎龙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76% 75,299,114 0   

汤攀晶 境内自然人 4.57% 39,296,410 13,779,528   

付强 境内自然人 3.75% 32,245,062 11,538,354 质押 25,499,996 

上海富尔亿影

视传媒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8% 21,300,000 0   

湖州中植泽远

投资管理合伙
境内非国有 1.82% 15,613,582 0 质押 15,61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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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

伙） 

法人 

湖州融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5,612,412 0 质押 15,612,412 

湖州泽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5,612,412 0 质押 15,612,412 

朱群 境内自然人 1.75% 15,042,927 6,017,060   

汕头市高佳软

件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13,780,480 0 质押 1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湖州中植泽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湖州泽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郭祥彬将其持有的

174,654,462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委托给杭州

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行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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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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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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以优质IP运营为载体、以精品内容创作为核心，进行精品影视剧的投资、

拍摄、制作、发行和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和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175.22万元，同比增长3.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690.08万元，同比下

降449.58%。公司报告期内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的相关子公司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经营业绩和盈利预期发生

了一定变化，导致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29,689.79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46,387.0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为216,408.53万元。公司管理团队将努力维持现有影视及游戏业务的平稳发展，通过打造精品影视作品和精品

游戏产品，积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将进行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探索新的盈利增长点，不断提升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影视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影视行业较以往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但整体经营环境更加有序健康，更有利于优质影视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全资子公司梦幻星生园稳中求进，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精品战略，秉承“内容为王”的生产及经营理念，一如既往地奉行

有深度、有广度的创作视角，优化影视剧创作流程体系，保障产出内容的精品化、年轻化和互联网化，力图满足互联网时代

最广大用户的娱乐需求和消费触点，与广大消费者“分享智慧、分享快乐”。 

报告期内，为公司贡献收入的影视剧主要是《幕后之王》首轮销售及以往剧目的二三轮销售和海外发行销售。其中，公

司首播的电视剧情况如下： 

序号 剧名 首播时间 集数 发行许可证编号 卫视首播平台 互联网首播平台 

1 《幕后之王》 2019/1/5 46 （浙）剧审字（2018）

第026号 

东方卫视、北京卫视 优酷视频 

报告期内，公司制作完成和新投拍制作的电视剧情况如下： 

序号 剧名 题材 集数 投资比例 主要演职人员 拍摄或制作进度 

1 《幕后之王》 都市职场爱情 46 99% 导演：李骏 

主演：罗晋、周冬雨、

张雨绮、陈数 

已发行 

2 《他看见你的声音》 现代刑侦 37 99.2% 导演：牟晓杰 

主演：黄宗泽、叶青 

后期制作中 

其中，《他看见你的声音》（原名《我知道你的秘密》）由于是现代刑侦题材，涉及片审监管单位较多，核查程序、内

容较其他题材电视剧相对复杂，同时公司为了更好体现该剧的内容质量、保证收视效果，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进行后期制作。

公司始终与播出平台保持良好的沟通，该剧预计将于2019年第二季度交付母带。 

 

2、游戏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游戏业务立足精品游戏研发和运营，基于知名IP游戏的成功研发经验，坚持研发、自营与代理并行，

持续提升游戏品质。 

（1）自研游戏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公司风云互动以重度和休闲两个维度进行产品开发。其中，重度游戏产品主要以游戏内购付费

为主要变现方式，将玩家导入游戏，通过游戏中的道具付费，持续产生收益；休闲游戏产品主要通过广告收益、用户流量出

售来变现，更注重游戏本身的活跃和玩家生态的维持。重度游戏方面，风云互动自研的网页游戏《斗罗大陆2D》、H5游戏

《凡人战八荒》、《战无双》等业绩表现良好，其在研的重度游戏产品还包括H5游戏《星辰变》、《莽荒纪3D》、《校花

的贴身高手》、《西游伏魔》等；休闲游戏方面，风云互动的休闲游戏平台“闪玩游戏”初现雏形，其重点产品《滚蛋吧负能

量》累计注册用户590.73万人，该产品的流量效益预计将在2019年展现，并与其他流量矩阵中的产品互相引导进行二次放大，

此外，其在研的轻度游戏产品还包括《吃豆人联盟》、《吃鸡训练营》（暂定名）、《泡泡美食街》、《进化大乱斗》（暂

定名）、《冲冲大作战》、《冲鸭人生》等。 

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第一波接受委托开发的手游《小小妖怪》已交付并上线运营，此外，第一波研发团队接受

委托开发的手游《口袋妖怪3D》正在研发中。 

（2）代理运营游戏情况 

报告期内，第一波独家代理运营的《御剑决H5》、《放开那妖怪H5》、《统治与文明》手游等游戏已上线运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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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运营了《灵武天下》、《剑与天下》等游戏。 

报告期内，风云互动依靠数款重度H5游戏产品以及网页游戏平台合作运营，实现了研运一体化的转型。其主要代理联

运的产品有H5游戏《热血修仙》、《魔域来了》等。 

（3）游戏对外授权情况 

   作为业内知名的游戏研发商，风云互动游戏产品通过授权方式，与优势发行商合作，获取游戏版权金和后续的分成收入。

报告期内，风云互动对外独家授权《手脑王者H5》、《萌车大作战》、《莽荒纪2 H5》、《战争之王》等游戏。 

（4）IP业务发展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挖《雪鹰领主》的IP价值，与合作伙伴共同做大《雪鹰领主》品牌影响力，授权上海腾讯企鹅影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改编、拍摄《雪鹰领主》动画片，该动画片已于2018年12月在腾讯视频平台上线；此外，公司已

获得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我吃西红柿”新作《飞剑问道》游戏改编权独家授权，公司将全面规划《飞剑问道》游戏业务，与

优质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飞剑问道》游戏产品。 

 

3、投资并购探索 

为进一步完善影视、游戏产业链，推动营销渠道和游戏产品、网络文学资源及影视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主营业务的协

同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先后探索收购东阳曼荼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90%股权及杭州旭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但在重大资产重组期间，由于公司与标的资产股东未能就交易方案达成一致、资本市场环境发生重要变化

等原因，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先后终止了上述收购方案，聚焦于原有影视、游戏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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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产品 237,310,903.64 116,336,960.21 49.02% 22.06% -30.93% -37.61% 

电视剧作品 513,690,602.95 133,223,294.70 25.93% -3.10% -48.56%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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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7,690.08 万元，同比下降 449.58%。公司报告期内发生亏损主要是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129,689.79 万元及确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6,969.11 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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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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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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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取得股权或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股权取得或处置比例 

海南霹雳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8-08-10 100% 

北京梦幻星辰传媒有限公司 转让 2018-05-14 100%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3,000 至 -2,0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1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本期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阶段性增加所致。 

2、基于公司现有影视项目的交付节奏以及影视项目生产的周期性因素，报

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确认收入的项目较少。 

3、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收入主要依托于存量游戏用户消费，按照公司

游戏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节奏，数款新游戏尚未产生较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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