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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8                             证券简称：盛讯达                             公告编号：2017-028 

深圳市盛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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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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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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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未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仍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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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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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讯达 股票代码 3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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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衍钢 许惠珠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888 号东海国际

中心一期 A 栋 11 层 01B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888号东海国际中

心一期 A 栋 11 层 01B 

传真 0755-23991975 0755-23991975 

电话 0755-82731691 0755-82731691 

电子信箱 sxd@gamexun.com sxd@gamex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游戏研发和运营，主要产品包括手机软件许可使用、手机软件受托开发、游戏自有平台运营、游戏第三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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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运营和互联网演艺服务。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继续秉承“创新、成长、进取、分享”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坚持“以文化为载体，以创意

为精髓”的研发理念，围绕着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游戏产品提供商的战略，在游戏研发和运营方面持续投入，保持了公

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公司顺应市场的发展趋势，组建团队，进入新兴的互联网演艺行业。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20,724.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67.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8%。 

1、手机软件许可使用和受托开发：公司继续推进精品游戏战略，在维护已有老客户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客户。本报告期，

公司游戏产品许可使用和受托开发业务保持稳定，实现收入17,718.7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5.49%。 

2、游戏运营：本报告期，公司改变了以往同时推广众多游戏的策略，集中资源，重点推广《仙葫》、《萌荒》、《刺影传

奇》、《少年三国志》、《万界屠龙战神》等几款精品游戏，实现了游戏运营收入的大幅增长。本报告期，公司游戏运营收

入2,552.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67%，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2.17%。 

3、互联网演艺服务：研究显示，中国在线直播用户预计到2016年底达到3.12亿人，同比增长61.66%，未来数年内也将维持

高速增长，至2018年将接近4.6亿人；另外，中国手机网民中有28.2%的人经常观看直播，52.2%的人偶尔观看直播，只有19.6%

的人从未观看直播，全民直播渐成趋势。在市场规模方面，中国娱乐秀场市场规模2016年预计达到100亿元，同比增长34.2%，

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57亿元，市场前景广阔。正是看到互联网演艺行业广阔的市场前景，依托公司的资金优势，公

司组建了管理和运营团队，招聘直播艺人，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演艺服务。2016年，公司主要与奇秀平台合作，获得奇秀平台

秋季赛“十佳主播”第一名，年度赛“最佳新人奖”、“十佳主播”第四名，年度“十佳工会”第四名，主播个人单项奖“极光女神”

等良好成绩。本报告期，公司互联网演艺业务实现收入290.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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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07,248,460.91 203,737,080.81 1.72% 205,579,75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673,855.02 92,136,444.67 8.18% 87,740,91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470,758.78 91,456,253.04 2.20% 87,926,19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14,827.19 88,442,179.92 -0.03% 129,866,99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2 1.32 -7.58%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2 1.32 -7.58%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0% 20.97% -7.97% 25.1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125,455,556.39 519,451,946.68 116.66% 427,175,56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8,440,606.67 485,544,617.07 115.93% 393,317,6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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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37,216.12 63,598,389.68 53,388,724.38 41,624,13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38,421.09 31,322,453.90 20,429,245.88 29,883,73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23,822.80 30,411,316.34 19,965,137.32 26,370,48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95,337.47 22,933,928.77 20,180,802.89 37,504,7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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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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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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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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湧锐 境内自然人 44.76% 41,779,152 41,779,152 质押 35,000,000 

马嘉霖 境内自然人 16.07% 14,999,960 14,999,960 质押 14,599,960 

陈冬琼 境内自然人 4.29% 3,999,840 3,999,840   

陈湧彬 境内自然人 2.51% 2,346,845 2,346,845 质押 2,300,000 

彭剑锐 境内自然人 1.63% 1,525,659 1,525,659   

陈坤焕 境内自然人 1.50% 1,397,764 1,397,764 质押 1,100,000 

陈湧鑫 境内自然人 1.10% 1,029,034 1,029,034 质押 1,000,000 

张杰忠 境内自然人 1.07% 1,000,100 1,000,100   

钟尉莲 境内自然人 1.07% 1,000,100 1,000,100   

郑娟娟 境内自然人 0.93% 871,506 871,5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湧锐与陈湧彬、陈湧鑫为兄弟；陈坤焕与上述三人为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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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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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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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二、公司基本情况”之“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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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软件受托开发 121,724,528.31 101,089,531.86 83.05% -1.73% -3.06% -1.14% 

手机软件许可使用 55,462,539.32 55,462,539.32 100.00% -8.32% -8.32% 0.00% 

游戏自有平台运营 23,146,885.83 14,480,582.32 60.61% 38.46%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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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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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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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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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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注销了香港盈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深圳市盛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盛讯达（香港）科技有限公

司，合并范围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合并期间 变化原因 

香港盈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6年1-5月 2016年5月注销 

深圳市盛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12月 2016年11月成立 

盛讯达（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12月 2016年11月成立 

香港盈佳原为公司手机硬件出口平台，公司2014年停止手机硬件出口业务后，香港盈佳已无业务，并于2015年申请注销公司，

于2016年5月完成注销。公司上市后，为方便今后开展海外业务，公司于2016年11月申请注册了盛讯达（香港）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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