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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昆仑万

维”）对外公布的《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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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7年8月1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99号文核准，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二、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Kunlun Tech Co., Ltd. 

三、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并称为

“本次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7 万维 S1，112588；18 万维 S1，112640；18 万维 S1，

112686。 

3、发行规模：人民币3.9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17万维S1、18万维S1、18万维S2均为5年期固

定利率债券，附第2个和第4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发行规模分别为2.40亿元、0.50亿元和1.00亿元。 

6、债券利率：17万维S1票面利率为7.00%；18万维S1票面利率为7.50%；18

万维S2票面利率为7.10%。 

7、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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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办理。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将在第2个计

息年度末或第4个计息年度末和利息一起支付。 

8、付息日：17万维S1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9月22日为上一个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2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至2019年每年的9月22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4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1年每年的9月2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8万维S1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2月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2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0年每年的2月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在第4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2022年每年的2月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8万维S2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4月25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2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0年每年4月25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在第4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2022年每年的4月25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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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兑付日：17万维S1兑付日为2022年9月2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

投资者在第2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

年9月2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4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9月2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8万维S1兑付日为2023年2月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2月2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

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4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2月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8万维S2兑付日为2023年4月25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4月25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

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在第4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4月25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0、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级，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级。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联合信用将在本次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

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

年6月15日公布了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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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已于2019年6月17日出具，根据《北京昆仑

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结果，维持公司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7万维S1”、“18万维S1”

和“18万维S2”债项信用等级为“AA”。 

13、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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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Kunlun Tech Co., Ltd.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18 号 B 座 605E 

注册资本（实缴资本）： 11.52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亚辉 

成立时间： 2008 年 3 月 27 日 

上市日期： 2015 年 1 月 21 日 

境内股票简称（代码）： 昆仑万维（300418.SZ） 

境内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金天（董事会秘书） 

电话： （010）65210366 

传真： （010）6521039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73814068U 

公司网址： www.kunlun.com 

电子信箱： ir@kunlun-inc.com 

经营范围：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教育、医疗保健、药

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产

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互联网游戏出版；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领取本执

照后，应到区县商务委备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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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一家社交网络公司，主营业务由移动游戏平台（GameArk）、休闲

娱乐社交平台（闲徕互娱）、社交平台（Grindr）、投资等四部分构成。 

业务一：移动游戏平台（GameArk） 

公司以页游的研发与发行起家，为第一批拓展海外游戏市场的中国企业，

2018 年 8 月正式启动全新独立品牌“GameArk”，旨在进一步扩大游戏业务范围，

在涵盖传统移动游戏的同时，尝试孵化 H5 小游戏、休闲类小游戏、女性阅读互

动平台等新品类，并尝试与公司其他平台类业务进行游戏联合运营和导流等方向

的协同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新发多款移动手游，重点项目包括：《龙之谷 M》、

《Moments：Choose your story》、《BLEACH 境·界-魂之觉醒:死神》等。 

业务二：休闲娱乐平台（闲徕互娱） 

闲徕互娱是互联网综合娱乐平台，截至 2018 年末，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到

5,000 余万人次，2018 年新增用户 1000 余万人次，实现总收入 16.08 亿元，净利

润 11.54 亿元。棋牌游戏方面，已累计发布 253 款产品，已覆盖全国 30 个省份

地区；增值服务方面，自 2018 年 3 月开始，在原有的棋牌游戏平台上增设游戏

联运业务，主要涉及传奇类游戏、休闲益智类游戏等，并新增网络文学内容，成

为闲徕互娱在报告期内重要的新增收入来源。2018 年 6 月、7 月和 10 月，公司

陆续共计收购闲徕互娱 14%的股份。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计持有闲徕互娱 65%

的股权。 

业务三：社交平台（Grindr） 

Grindr 是美国成立最早的同性社交平台。截至 2018 年末，Grindr 在 196 个

国家拥有超过 8000 万的注册用户，月活跃用户达到 1000 万，日活跃用户达到

400 万，活跃用户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产品基于利用 GPS 定位获

得潜在社交对象的基本信息，并提供聊天、发送照片、Gaymoji 表情以及地理位

置等功能。公司于 2016 年 3 月以 9,300 万美金收购 Grindr61.53%的股权，于 2018

年 1 月以 1.52 亿美金收购剩余 38.47%股权，截至报告期末，Grindr 为公司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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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业务四：投资 

2018 年 2 月 15 日，公司以 6.36 亿美元的估值购买 Opera 14.7%的股份，交

易金额 9,345 万美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共计持有 Opera 48%股权。2018 年

7 月 27 日，Opera 于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持有 Opera 9,600

万股股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 Opera 43.9%股权。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陆续投资了 enid co.,ltd、 narvii,inc.、北京世相

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商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杭州瑞彼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等，涉及移动社交平台、新媒体、精准营销、医疗器械等领域。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产为88.29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80%；

股东权益合计为 53.16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0.0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51.55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0.81%。2018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5.77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1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6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0.7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8 年财务状况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10802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

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数据引自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10802 号的《审计报告》。 

单位：亿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较上年末增减 变动 30%以上原因说明 

资产总计 88.29 -26.80%  

负债合计 35.13 9.82%  

股东权益合计 53.16 -40.01% 

主要系本期收购子公司闲

徕、Grindr 少数股东股权导

致资本公积比重下降、出售

qudian 股票以及股票公允

价值变动导致其他综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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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比重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1.55 -40.81% 同上。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较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 30%以上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5.77 4.10%  

利润总额 15.04 2.66%  

净利润 14.97 5.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6 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3 40.85% 

主要系公司收回往来款、代

垫款、预缴税费返还款和支

付分成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 -430.44% 
主要系去年支付闲徕 51%

股权收购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2 1,838.2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主

要是由于收购少数股东股

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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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499号文”批准，于2017年9月22日完成

公开发行人民币2.40亿元的第一期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7万维S1）。17万维S1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 

2017年9月17日公告的《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的约定，17

万维S1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营运资金，保证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2、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499号文”批准，于2018年2月2日完成

公开发行人民币0.50亿元的第二期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8万维S1）。18万维S1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 

2018年2月1日公告的《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的约定，18万维

S1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营运资金，保证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3、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499号文”批准，于2018年4月25日完成

公开发行人民币1.00亿元的第三期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8万维S2）。18万维S2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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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2018年4月24日公告的《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的约定，18

万维S2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营运资金，保证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根据募集约定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营运资金，

并制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受、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截至2018年末，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使用时均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运作。其中“17万维S1”于2018年2月23日提取使用完毕，“18万维S1”募集资

金于2018年3月12日提取使用完毕，“18万维S2”募集资金于2018年7月11日提取

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补充营运资金。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债项 偿还公司债务金额 补充营运资金金额 

17 万维 S1 3,522.65 20,377.35 

18 万维 S1 216.78 4,753.23 

18 万维 S2 6,958.00 2,9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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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增信机制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二、偿债计划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债券偿债计划未发生变更。 

2018 年，本次债券不涉及兑付事项。兑息事项详见本报告“第五章 本次债

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三、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次债券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公开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

延迟支付到期利息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及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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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17万维S1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9月2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18年9月25日（因付息日9月22日为节假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发行人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了17万维S1自2017年9月22日至2018

年9月21日期间的利息，17万维S1的利息偿付情况正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7万维S1未出现延迟兑付利息或本金的情况。 

2、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18万维S1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2月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18年内，18万维S1未到首个付息日，尚不涉及利息的偿付事宜。 

2019年2月11日（因付息日2019年2月2日为节假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发行人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了18万维S1自2018年2月2

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的利息，18万维S1的利息偿付情况正常。 

3、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二期） 

18万维S2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4月25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18年内，18万维S2未到首个付息日，尚不涉及利息的偿付事宜。 

2019年4月25日，发行人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了18万维S2自2018年4月25日至



15 

 

2019年4月25日期间的利息，18万维S2的利息偿付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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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因发行人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造成减资，触发召开持有人

会议的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5月28日，由海通证券召集“17万维S1”、“18万维S1”、“18万维

S2”持有人，以非现场形式召开了“17万维S1”、“18万维S1”、“18万维S2”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发行人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

资事项的议案》，本次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但是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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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17万维S1”、“18万维S1”、“18万维S2”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

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联合评级于发行前完成了对本次债券的

初次评级。根据《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联合评级于2018年6月15日公布了《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根据该报告，本次跟踪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

展望稳定，“17万维S1”、“18万维S1”、“18万维S2”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本次评级结果与首次评级结果相同。 

本次债券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已于2019年6月17日出具，根据《北京昆仑

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结果，维持公司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7万维S1”、“18万维S1”

和“18万维S2”债项信用等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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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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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海通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

和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约定，通过舆情监测、业务提示及现场回访等方

式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履行了受托管理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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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情况 

1、报告期内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详见发行人于2019年4月23日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 十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报告期内因激励对象离职和受业绩影响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进

行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并减资，具体内容可参见刊登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巨潮网公告编号：2018-013、2018-066）。 

3、2018年5月14日、8月24日及9月28日，分别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

司管理部关于2017年年报、子公司利润分红、子公司经营数据、2018年半年报内

容对发行人出具问询函件，发行人已按照要求进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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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二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