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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0-013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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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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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12,251,69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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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互娱 股票代码 00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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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威 王思捷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北京中路芜湖广告产业园广

告创意综合楼十一楼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北京中路芜湖广告产业园广

告创意综合楼十一楼 

电话 0553-7653737 0553-7653737 

电子信箱 ir@37.com ir@3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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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以移动游戏和网页游戏的研发、发行和运营为基础的文化创意业务，同时布局5G云游戏、影视、

音乐、动漫、VR/AR、文化健康产业、互联网少儿教育、社交文娱等领域。公司稳步推进“精品化、多元化、平台化、全球

化”的发展战略，在2019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中，公司排名第23位，为A股排名第一的游戏企业。在移动市场数据供应

商AppAnnie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发行商52强”榜单中，公司排名第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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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3,227,135,966.70 7,632,679,668.47 73.30% 6,188,828,1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4,770,061.55 1,008,503,357.80 109.69% 1,620,582,42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9,129,849.82 474,909,138.00 339.90% 1,048,251,24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7,563,997.94 1,954,433,620.84 66.68% 1,831,895,928.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0.47 112.77%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0.47 112.77%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6% 16.59% 16.07% 28.1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0,145,259,855.73 8,395,761,716.98 20.84% 9,160,137,68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29,307,859.08 5,972,675,405.86 17.69% 7,016,770,210.8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46,955,520.81 2,824,001,982.25 3,488,924,731.71 3,667,253,73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380,284.86 578,694,120.52 522,761,921.29 558,933,73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444,216.09 531,925,229.99 467,927,409.21 671,832,99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030,787.00 458,324,149.37 1,280,990,291.31 1,360,218,77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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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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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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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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伟 境内自然人 19.11% 403,658,052 302,743,539 质押 39,104,000 

曾开天 境内自然人 15.49% 327,125,774 276,978,130 质押 25,800,000 

吴卫红 境内自然人 5.30% 112,002,562 112,002,562   

吴卫东 境内自然人 4.66% 98,427,557 98,195,668   

吴绪顺 境内自然人 3.50% 73,937,78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9% 73,793,148 0   

胡宇航 境内自然人 3.49% 73,637,551 4,315,518 质押 10,300,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其他 2.45% 51,820,031 0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珠海融

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0% 37,928,431 0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添富

－顺荣三七定增计划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22% 25,863,88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持股前 10 名股东当中，吴绪顺与吴卫红、吴卫东为父女（子）关

系,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为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其它前 10 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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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精品化、多元化、平台化、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综合实力在国内保持前列。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27亿元，同比增长73.30%；利润总额26.96亿元，同比增长121.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1.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69%。其中移动游戏业务的持续高速增长是本期收入及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随着公司自研能力的提高，多元化的持续推进，海外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公司在2020年度的流水预计较2019年有进一步增长。

公司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7亿元至7.5亿元。2020年第二季度，在现有产品优异表现的

基础上，公司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推出多款自研的精品游戏。 

（一）移动游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移动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9.89亿元，较上年增长114.78%，远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毛利率为87.67%，

较上年提高6.72%。移动游戏业务继续在国内以及海外多地市场保持领先地位。 

1、移动游戏研发 

公司在报告期内发行的自研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单产品的盈利能力上看，均较上年有所提升，公司移动游戏研发业

务流水的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为增强研发实力，公司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研发费用8.20亿元，同比增长52.57%，近三年研发费

用累计达到17.94亿元。研发团队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有游戏及系统研发人员1582人，较上年增长14.72%；

其中高级研发人员数量也在进一步增加。 

研发投入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产品品质提升和新品类探索两个方面，对移动游戏研发的持续大力投入，是公司实施“精品

化、多元化、全球化”经营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品化”研发策略贯穿公司自研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游戏推出前，公司在产品策划、美术品质、音乐效果等各方面

进行精细打磨；游戏推出后，公司在产品迭代、流程优化、用户体验等方面进行持续投入，以保证游戏产品的高流水和长周

期。同时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积累了大量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系列性能优异、稳定性强的游戏引擎和游戏框架，

保障公司能够持续推出可玩性强的高质量精品游戏，其中公司自研的3D引擎在物品和人物精细化渲染、场景和地貌的展现

上有进一步的提升，使光影表现更为逼真，大幅提高游戏的真实性；公司自研的2D引擎已支持跨平台研发，显著提升产品

研发效率。 

公司通过数据及时性改善工作流，利用自主研发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对公司游戏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为新产品的设

计和老产品的迭代调优提供精准的数值参考，提高公司在产品开发方面的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优化产品体验。同时研发

流程工业化也使高级研发人员可以将工作重心进一步向玩法创新等方向倾斜，强化公司制作精品游戏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业务的“多元化”也有了一定进展，公司在模拟经营类、卡牌、SLG等多个品类都进行了新尝试：

公司已在海外市场推广发行自研模拟经营类产品，卡牌类游戏《代号DL》预计将于2020年推出市场；公司开展对SLG类型

游戏的前期市场调研和分析，并已立项。 

未来公司将在产品类型、题材以及美术表现、玩法等方面持续进行多元化创新，以优质内容为战略方向，利用自身沉

淀下来的经营多品类产品的经验，结合公司已有的在数值、玩法等方面的优势，着重在SLG、卡牌等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努

力成为能够为全球玩家提供综合性游戏产品的一流研发商。 

2019年，公司自研产品出海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永恒纪元》、《大天使之剑H5》等在海外市场取得了优异成绩。 

截至本报告期期末，公司正在研发《代号荣耀》《末日沙城》《代号NB》《代号DL》等十余款游戏，涵盖RPG、卡牌、模

拟经营等多个品类，凭借深厚的积累及持续创新的精神，公司预期能够持续产出更多的长周期精品游戏。 

2、移动游戏发行 

（1）国内市场 

根据易观数据发布的《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年度综合分析2020》，2019年，公司在国内移动游戏发行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升至10.44%，公司在国内移动游戏发行市场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公司持续推进“精品化、多元化、平台化”策略，发行

了几十款不同类型、题材多样的精品游戏。公司在报告期内运营的国内移动游戏最高月流水超过16亿，最高月新增注册用户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超过3400万，最高月活跃用户超过4000万。 

在产品供给方面，公司不断加强研发实力，增加自研精品游戏数量，提升产品质量；此外，公司还通过投资入股优秀

研发商，与众多优秀研发厂商携手合作等方式，在产品供给侧进行多元化布局。为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成功率，公司建立了严

格的评测流程，利用自身在用户数据和数值经验方面的优势与研发商共同打磨产品，保证产品上线前的品质达到较优水平。 

为提升运营水平，公司持续完善精细化流量运营模式，不断优化“立体营销+精准推送+长线服务”的多元方式，以“精细

化、数据化、智能化”为原则辐射“产品+推广+用户”三个端口，准确把握用户需求。 

立体营销方面，公司通过选择与产品内涵相契合的代言人，制作高质量的微电影式宣传素材进行推广，形成独具特色

的“品效结合”宣传手段，多角度切入以满足用户不同的文化消费需求，进一步放大品牌价值和影响力。 

精准推送方面，凭借多年来积累的用户资源，公司通过自研大数据分析系统，精准定位目标用户群体，在广告投放时

进行工业化、智能化的推送，提升广告投放的效率和精确度，有效地提高了下载转化率。 

报告期内，公司自研的智能化投放平台“量子”以及智能化运营分析平台“天机”已投入使用，其中智能化投放平台“量子”

可以对接所有主流渠道，实现快速投放和自动化投放，“量子”还可以合并多个系统，串联流程，大幅减少计划创建时间，对

计划进行标准化批量处理，自动化、系统化地维护计划；此外，“量子”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AI算法提升推广效率以及

效果。智能化运营分析平台“天机”则为对游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及预测的经营决策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模型

对游戏生命周期进行精准预测，支持运营团队根据用户数据采取差异化的活动营销，使客服可以专注于更高价值的用户服务，

进一步挖掘用户价值。 

公司致力于为玩家提供细致全面的长线服务。公司拥有完善的玩家账户体系，玩家服务体系，以及经验丰富的玩家服

务团队。报告期内，公司结合丰富的产品供给，为玩家提供综合性的游戏选择和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玩家满意度、活跃度

以及留存率，拉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为拓展业务品类，公司在报告期内持续推进“多元化”战略，并在产品、推广和服务等多个业务维度获得良好成效。报

告期内，公司在国内移动游戏市场接连推出多款不同品类、题材各异、流水表现优秀的产品，形成多题材、多品类的产品矩

阵，为玩家带来多元的游戏体验，公司在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多元化的产品矩阵也扩大了公司产品的覆盖范围，

拓宽公司的成长空间。 

为强化在国内移动游戏市场的优势，公司预计在2020年发行三十余款精品游戏，涵盖RPG、卡牌、SLG等不同品类。

除自研产品外，公司储备的部分代理产品如下： 

RPG：《代号魔幻》《代号永恒》《代号攻城》 

卡牌：《代号英雄》 

SLG：《代号SLG》 

（2）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加大拓展海外市场的力度。公司在亚洲市场保持优势地位的同时，通过具有竞

争力的精品游戏以及本地化的营销手段持续开拓欧美高潜力市场。截至本报告期期末，公司海外品牌37GAMES覆盖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全球发行移动游戏超过120款，游戏类型涉及RPG、卡牌、SLG等，语言覆盖繁体中文、英语、日语、汉语、

泰语等十余种。 

产品储备方面，公司通过多重手段增加出海产品储备，在产品选择上坚持“精品化、多元化、定制化”路线：一方面，

公司研发业务“全球化”取得一定进展；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及资金实力在产业上下游布局，在全球范围内

投资优秀的研发型公司。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公司在全球市场发行的多款游戏取得优异成绩：《SNK オールスター》在日本市场上线后，取得

下载榜双榜第一的成绩；《大天使之剑H5》在越南市场上线后长期稳居畅销榜榜首，成为当地市场现象级游戏；公司王牌产

品《永恒纪元》在报告期内不断更新迭代，持续在已发行地区保持稳定的流水。 

2020年，公司将在亚洲地区发行多款RPG、SLG、卡牌、二次元等类型的游戏，进一步巩固在亚洲市场的优势地位；此

外，公司计划通过多款SLG精品游戏实现在欧美市场的突破。预计全年将在海外市场发行《Wild Frontier》《代号SX》《代

号FO》《代号DS》《MU：跨时代》等二十余款精品游戏。 

（二）网页游戏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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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网页游戏团队在国内市场的开服数量累计超过29,000组，在2019年运营平台开服排行榜中稳居第一，

遥遥领先于其他厂商（数据来源：9k9k）。2019年，公司网页游戏业务取得营业收入12.32亿元，较上年相比微有下滑，主

要是受到用户向移动端转移，网页游戏产品数量减少两方面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通过战略投资及业务合作等方式

与国内顶尖网页游戏研发团队加强合作；另一方面通过精细化运营主要精品游戏，提高用户粘性，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进

一步稳定营收。 

（三）其他文化创意业务 

公司以优质内容为战略方向，在维持游戏核心业务高速增长的同时，布局文创行业其他高增长细分领域，深度挖掘5G

云游戏、影视、动漫、音乐、VR/AR、文化健康产业、互联网少儿教育、社交文娱等领域。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公司投资

或收购的文创企业包括： 

影视：优映文化、中汇影视、新线索影视、魔威影业、金海拾艺等 

音乐：风华秋实 

艺人经纪：原际画、好好榜样 

动漫：艺画开天、绝厉文化、剧能玩 

VR/AR：Archiact 

文化健康产业：Wake 

互联网少儿教育：KaDa故事、妙小程 

社交：唔哩星球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公司投资的众多标的公司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公司在文化创意产业全产业链的投资战略成效

初显。2019年4月，公司参股的禅游科技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5月，公司参股的游戏公司SNK在韩国 KOSDAQ市场上市，

成为在韩国KOSDAQ市场上市的最大的中国游戏企业；6月，公司参股的原际画旗下易安音乐社成员何洛洛在《创造营2019》

以第二名顺利成团出道；艺画开天宣布制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动画项目，并于报告期内上线原创动漫《灵笼》，该动漫

在B站的首播在线观看人数达20万；7月，公司参股的国内知名游戏运营商心动网络公开IPO招股书；香港上市公司映客宣布

完成对公司参股的国内青年社交平台积目的收购，该项投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贡献可观回报；10月，中手游科技集团公司在

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公司为其基石投资者；由公司投资的中汇影视参与出品的《少年的你》上映，该电影实现票房与口碑

双丰收，并获金像奖12项提名。2019年12月，公司收购在线编程教育机构妙小程，进一步在在线教育领域布局。 

公司参与管理多支创投基金，其中三七广证基金是公司首支作为管理人管理的基金，该基金结合广州市政府引导基金

支持，通过投资本地优秀的早期公司，支持广州本地初创企业发展，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三七广证基金已经完成了对互助停

车的投资。此外，公司参与管理富海三七基金，基金在投资项目微盟上市后已成功实现退出并获得可观回报。 

在投资标的的选择上，公司看重其持续输出优质产品的实力、优秀的团队或人才储备、后期增长的爆发空间等。通过

对业内优质资源的整合，公司不断巩固自身在文创行业的地位。 

未来，公司计划以游戏主营业务为核心，结合已布局的VR以及AR领域，关注5G、云游戏等相关领域并积极开展尝试，

为所投公司赋能并形成战略协同，提供更多全新体验的优质内容，打造一站式文娱生态圈，成为未来中国年轻一代最信任的

文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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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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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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游戏 1,231,554,163.27 933,186,667.78 75.77% -25.18% -21.14% 3.87% 

移动游戏 11,988,656,847.84 10,510,958,023.99 87.67% 114.78% 132.62%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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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27亿元，同比增长73.30%；利润总额26.96亿元，同比增长121.1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69%，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2019年公司移动游戏业务流水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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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件和

2019年9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

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 

3、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的要求，对2019年1

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进行追溯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4、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的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

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此项会

计政策变更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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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原因 设立/变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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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极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月 

广州乐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月 

成都首因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2019年1月 

霍尔果斯三七智娱丝路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月 

安徽极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月 

飞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2月 

创世破晓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3月 

株式会社ライチ 新设 2019年3月 

37 FUN WORLD PTE.LTD 新设 2019年4月 

广州极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6月 

广州三七文娱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8月 

广州趣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8月 

芜湖锐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9月 

海南极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9月 

海南智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9月 

广州三七文创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0月 

武汉极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1月 

广州三七极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1月 

成都极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1月 

海南尚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1月 

海南智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1月 

海南游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0月 

扬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7月 

锦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7月 

三七广证（广州）文化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收购 2019年10月 

宜春旭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9年12月 

上海耕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2019年12月 

北京妙小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2019年12月 

Miaocode Education Holding Limited 收购 2019年12月 

Miaocode Education BVI Holding LTD 收购 2019年12月 

Miaocode Education HK Holding Limited 收购 2019年12月 

上海妙小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2019年12月 

成都盛格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9年6月 

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上海朗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上海米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上海鲲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上海傲爵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霍尔果斯墨鹏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霍尔果斯佳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上海佳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宁波朗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2019年2月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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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4.06% 至 65.06%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70,000 至 75,0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5,438.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期间内，公司手游业务表现良好，带来业绩大幅提升。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卫伟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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