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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9                             证券简称：金科娱乐                             公告编号：2017-044 

浙江金科娱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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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无异议。 

3、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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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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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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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260,85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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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娱乐 股票代码 3004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浙江金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维璋 胡斐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九路 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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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 5 号 

传真 0575-82735552 0575-82735552 

电话 0575-82738067 0575-82739399 

电子信箱 zwz@jinkegroup.com hufei@jinke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了对杭州哲信100%股权的收

购，实现双主业发展，公司在保持精细化工新材料（氧系漂白助剂SPC）业务稳定增长的同时，围绕“运

营推广+大数据分析+IP版权+渠道服务+投资孵化”的发展战略，着力打造移动互联网生态型企业，全面拓

展娱乐文化业务领域，以开放型移动休闲游戏生态体系的经营模式，进一步拓展移动休闲游戏发行运营业

务，并同步培养、收购优秀产品团队，拓展高品质产品线，并加大对海外市场开拓力度，实现业务收入快

速增长。 

（一）移动互联网游戏业务 

公司依托大数据分析从事移动休闲游戏发行运营，并着力打造开放型移动休闲游戏生态体系的经营模

式，以自主开发的开放型“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为依托，通过自动化筛选、接入精品化的移动休闲游戏

产品，以及多元化的发行渠道体系，将优质的游戏内容和服务提供给数以亿计的用户，从中获取游戏发行

运营收入分成。 

公司主要以支付版权金、买断金或者CPS的方式进行游戏采购；采取CPA和CPS的方式向渠道服务商

支付推广服务费用；收入结算模式，主要以通过为发行的游戏接入三大运营商的短信支付代码的方式，并

通过三大电信运营商的短信支付结算平台以及与运营商有合作关系的SP服务商的结算平台进行。公司通常

按月为周期，根据自身后台数据，与运营商后台数据或SP服务商结算平台反馈的运营商后台数据进行对账，

以经确认的结算单进行结算，获得收入分成。 

公司发行运营的游戏产品主要涉及动作类、益智类、消除类、跑酷类、塔防类、棋牌类、捕鱼类等系

列移动休闲游戏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行运营的主要产品有《萌鼠窜窜窜》、《蛇蛇大乱战》、《星际

守护者》等多款明星移动休闲游戏。 

公司目前在游戏内容资源、渠道覆盖、游戏用户积累、核心技术储备、团队组成等核心竞争力指标上，

均处于同行业先进水平。未来经营中，公司将在传统游戏发行运营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上下游整合型创新，

进一步完善基于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开放型移动休闲游戏自动发行模式”，完成由平台型企业向生态型企

业的转变，进一步提升在移动休闲游戏行业的市场竞争地位。 

（二）精细化工新材料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氧系漂白助剂SPC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SPC的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公司还同时

经营TAED、TC、双氧水、醋酸钠、液体二氧化碳等产品。公司主导产品SPC为环境友好型精细化工新材

料，广泛应用于日化洗涤领域，还可应用于环保、印染、造纸、医疗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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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根据订单式生产计划确定采购计划，使原材料控制在适当水平，避免

原材料积压，有效控制原材料的资金占用。在销售模式上，对于自主采购模式的企业，公司采用直销方式；

对于采取采购外包模式的企业，公司采取买断式经销模式。 

公司主导产品为SPC，该产品是纯碱与双氧水的化合物，分解后产生氧气、水和碳酸钠。SPC非常适

合作为漂白助剂添加至洗涤剂中，能在常温下迅速分解释放出活性氧，从而实现去污漂白、消毒杀菌的功

能，经洗涤后的织物即使在室内阴干，也不会产生异味；同时，SPC分解生成的碳酸钠能提高水中的pH值，

降低水中钙、镁离子含量，使水软化，进一步提高对织物的洗涤效果。由于SPC具备高效的洗涤能力，添

加SPC的含氧洗涤剂可使洗涤剂的有效成分大大提高，能有效去除一般洗衣粉所无法去除的水果渍、酒渍、

黄垢斑等，同时，可有效降低洗涤剂用量，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在具备优良的功能特性同时，SPC还是

一种环境友好型新材料，SPC的分解物氧气、水和碳酸钠是天然存在的物质，对环境无不良影响。因此，

SPC是一种高效、节能、环保的氧系漂白助剂，符合现代洗涤剂的发展趋势，已在洗涤行业中得到广泛应

用。同时，SPC还可应用于环保、印染、造纸、医疗等领域。目前，SPC已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得到广泛使用，并在新兴市场国家得到较快推广。而在国内及其他新兴市场地区，含氧洗衣粉尚处于起

步阶段，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存在巨大发展潜力。 

由于日化洗涤行业属于抗周期性行业，因此，本行业周期性不明显。本公司系国家SPC行业标准第一

起草单位、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会员单位，是国内产销量最大的SPC生产企业之一，也是国内最大的SPC

出口企业，出口量长期稳居行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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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561,203.06 506,442,538.26 76.64% 476,902,01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998,914.77 48,477,706.11 322.87% 36,179,26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741,175.65 46,369,408.90 332.92% 36,700,73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516,819.87 128,193,408.77 163.29% 103,131,278.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6% 9.06% -2.50% 9.1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5,361,702,677.71 876,714,463.62 511.57% 657,538,67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60,972,692.70 626,972,964.28 691.26% 411,952,4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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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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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36,973.61 196,073,049.79 266,686,152.36 277,365,0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20,727.97 47,539,335.24 69,568,967.43 68,269,88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52,668.53 45,944,539.29 68,473,357.99 66,970,609.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34,826.50 102,247,876.89 31,875,322.26 186,458,7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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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0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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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9% 286,092,501 286,092,501 质押 286,042,851 

王健 境内自然人 18.02% 284,979,132 284,979,132 质押 98,800,000 

朱志刚 境内自然人 11.86% 187,579,650 187,579,650 质押 178,100,000 

杭州艾泽拉思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1% 94,979,085 94,979,085   

绍兴上虞硅谷

科信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9% 93,169,959 93,169,959 质押 44,700,000 

宁波源开鼎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7% 59,549,238 59,549,238   

方明 境内自然人 2.93% 46,273,191 46,273,191   

杭州凯泰厚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1% 33,363,783 33,363,783   

银江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 29,330,796 29,330,796   

绍兴上虞金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 29,278,8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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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志刚先生控制的企业，两者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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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告期无发行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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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公司持续稳健经营，并顺利完成企业转型升级，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

初制定的计划协调、推动精细化工新材料业务新产品的推广，并积极探寻进行内生性增长方式和外延式扩

展途径。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以收购杭州哲信100%股权为切入点，成功进入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服务

产业，完成新业务布局及转型。公司坚持“由传统精细化工业务转变为以移动互联网流量为核心，以大数

据为依托，实现化工业务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双轮驱动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全面拓展信息技术与服务业

务领域，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在游戏、影视、动漫等领域积极寻找发展机会，进而为公司后续新

业务开展奠定坚实基础，从而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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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456.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64%；利润总额为25,214.55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285.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0,499.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2.87%；公司总资产

536,170.23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511.5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496,097.2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691.26%；研发投入4,137.5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39.37%。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和业务发展情况 

（一）报告期内重点工作 

1、完成并购重组工作，实现企业发展双轮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杭州哲信100%股权成功进入互联网文化娱乐产业，并以双主业发展模式，围

绕移动互联网流量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开启“运营推广+大数据分析+IP 版权+渠道服务+投资孵化”的移

动互联网生态型企业建设的征程。 

2、完善公司泛娱乐化的产业链生态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 

期内，公司基于稳步推进“运营推广+大数据分析+IP 版权+渠道服务+投资孵化”的泛娱乐发展战略，

“完成由平台型企业向集自主研发、投资孵化、运营推广、渠道服务和海外合作于一体的生态型移动互联

网企业的转变”的战略目标，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移动游戏综合运营平台技术升级与渠道管理

中心建设项目，原投资总额中30,000万元，用于收购杭州每日给力100%股权。上述股权已于2015年1月26

日完成过户。 

同时，公司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投资与业务合作，在游戏、影视、动漫等互动娱乐领域广泛布局，

扩充公司优质内容的造血及输出能力，保障多元化精品内容的持续供给。 

3、改善资本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启动公司债券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规

模为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的公司债券，并于2016年9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

《浙江金科娱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及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之日，深交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季相关文件进行预审核，尚

未出具预审意见函，由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4、推动产业布局，加快外延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因筹划收购标的Outfit7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收购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25日开市起开始停

牌，于2107年1月25日起复牌，并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重组事项是公司加快外延式发展的一次积极尝试，有利于公司按照“运营推广+大数据分析+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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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渠道服务+投资孵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公司海外业务布局，进一步汇聚国内外产业资源并进行

有效整合，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截至本报告之日，公司正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论证、咨询、优化，公司争取尽快完成相关工

作并向市场披露具体交易方案。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证监会及商务、外汇等相关

部门必要的审批、许可、备案手续（若有）也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关注投资者关系维护，提升企业形象 

公司建立了多渠道、多样化的投资者沟通模式，保持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在日

常工作中，始终认真对待投资者的每一次来访、每一个电话和每一次提问。对于机构投资者的现场调研，

公司根据《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完备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详细地做好接待的资料存

档工作，并按要求合理、妥善地安排机构投资者、分析师等特定对象到公司现场调研活动，及时将调研记

录披露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确保所有投资者均可以及时、公平获悉公司有关信息。2016年，公司

共接待投资机构实地调研63余人次，举行了2015度业绩说明会，本年度共回复投资者互动平台提问400余

条，不断地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情况 

1、移动互联网游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平台化战略，稳步推进“平台化、全球化、泛娱乐化”的发展规划，不断夯

实并完善公司业务间联动，持续拓展和创新游戏业务，进一步加强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创新，挖掘市场热点，

朝着泛娱乐平台这一战略方向，公司各个业务间的协同效应持续增强，产品积累继续深化。报告期内，公

司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5,011.30万元，同比增长66.02%；利润总额49,008.42万元，同比增长1101.56%。 

（1）整合现有资源，促进业务发展 

期内，公司完成对杭州哲信收购后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加强与游戏开发商、渠道供应商及支付

提供商的紧密合作，增加游戏产品发行数量，积累了众多的游戏活跃用户和付费用户。发行游戏产品数量、

SP合作数量、CP合作数量、渠道合作数量均较2015年度有明显增加，游戏业务发展良好，发行运营了包括

动作类、益智类、消除类、跑酷类、塔防类、棋牌类、捕鱼类等多系列移动休闲游戏产品。截止2016年末

累计用户激活超4亿人次，2016年度新增用户达1.96亿，付费用户数近4,300万，月均激活用户近2,000万人

次。公司成功发行手机游戏超过160款，其中包括《萌鼠窜窜窜》、《蛇蛇大作战》、《星际守护者》等

多款长周期、精品明星移动休闲游戏，最高月活跃用户人数超过2,300万人，最高月流水超过8,000万元。 

（2）深度挖掘IP资源，储备精品IP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自身在游戏业务上的优势，持续挖掘优质IP以打造精品游戏。除直接购买优质IP

外，与天翼阅读、中文在线、星座魔山等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基于精品IP战略打造泛娱乐生态体

系，满足用户多元化的娱乐需求，深度挖掘IP在影视、游戏、动漫等领域的价值延伸空间。同时，积极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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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夯实泛娱乐基础。 

公司通过投资上海祥岚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苏州一亿星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业，加码影视剧本、

投资、经纪业务。目前，公司储备了大量精品IP，如游戏IP《加帝斯英雄》等；影视IP《枪神》、《聪明

小空空》、《家有老尸》、《六指》、《青年霍元甲之冲出江湖》、《少林寺传奇之东归英雄》、《超级

战队》的演绎作品、《世界青年说》的演绎作品、《我们相爱吧》的演绎作品、《芝麻开门》的演绎作品

等；文学IP《大唐游侠传》、《蜀山》、《辉煌岁月》等；动漫IP《海绵宝宝》、《混蛋不混》、《偷脸

贼》等。 

（3）完善产业布局，扩大战略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外投资浙江弥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肥爱玩动漫有限公司、杭州墨风科技有

限公司、南京新梦乐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崇卓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摘星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使公司手机游戏产业与上下游企业形成资源共享。同时，发挥各自优势，产生协同效应，完善公司在游戏、

影视、动漫等互动娱乐领域布局，提升公司优质内容的造血及输出能力，保障多元化精品内容的持续供给。 

同时，公司对国内一些新颖优秀的泛娱乐文化项目做了初步投资，其中公司投资的网络大电影《金钱

怪咖》，其在爱奇艺的点击播放量已经超过了400余万次，为公司今后的泛娱乐文化发展战略打下良好基

础。 

期内，公司在保证国内市场份额稳定提升的同时，加大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等

海外市场的开拓，并在印尼和中东地区设置了办事处及分公司，积极推进相关产品研发及发行推广工作。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发行游戏产品。 

2、精细化工新材料业务 

（1）业务平稳增长，销售利润创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多年以来在市场建立的良好口碑，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带来的

积极效应，并努力克服国内外不利经济形势的影响的情况下，公司精细化工新材料业务业绩平稳增长，销

售利润创历年新高。其中，SPC业务保持稳定增长，TC业务的快速增长成为公司业务重要增长点；TAED

通过公司生产技术提升、生产成本的降低，对加贸原料价格的良好控制和生产管理的加强，2016年TAED

业务业绩取得快速提升。 

期内，SPC业务生产线基本处于满产状态，实现销售收入32,017.0万元，同比增加6.22%；TAED业务

实现销售收入9,690.32万元，同比增长10.44%；TC、TB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6,432.68万元，同比增长7.19%。 

（2）重抓企业管理，推动公司向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方向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以企管部为切入点，重抓企业管理工作，根

据公司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将重要生产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和修订，公司管理更人性化和可操作性。同时，

公司管理层及各部门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和工作奖惩力度，并将督查常态化。并且，公司全年多次组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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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提升培训及工作规范化教育，以此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提升企业员工凝聚力。 

（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规范内部工作，完善内控制度 

2016年度是公司快速发展及转型的重要时期，公司实施持续人才战略，以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相结合

为原则，采用多种培训方式，通过不断完善培训体系，持续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及完善薪酬结构体系，使人

才的培养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全面提高员工队伍素质，优化整体人才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引进专家型高级技术人才，充实公司技术研发队伍，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

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培养员工工作的计划性和责任心，持续不断地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切实实现员工和

企业共创共赢。 

期内，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防范由于企业规模扩张过快导致的企业经营风险和管理难度的

加大，公司全面规范完善和提升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强化风险防控理念，在财务管理、销

售管理、生产管理、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不断推出各种适宜的实施细则，强化了反馈和问责机

制，增加考评体系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促进公司管理质量的有效提升。 

（4）创新安全环保管理，全年无重大安环事故发生 

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全环保管理工作中，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安环形势公司上下统一认识，以召开月

度安环会议为重要抓手，规范内部的管理，查隐患重整改，全力推进废水、废气、固废综合整治；坚持不

懈地推进安环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的常抓不懈，公司整体安全环保形势良好，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的安全环保事故。 

在环保方面，污水处理中心整体运行稳定，全年COD指标基本稳定在300ppm以下。报告期内公司以科

学治气和废水、污水整治为工作重点，在废气详细排查的基础上，落实科学方案和治理措施，全年共投入

科学治气资金上百万，对公司厂区生活污水和雨水进行了彻底分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5）续推进技术创新与品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 

公司坚信创新是公司发展的永恒动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高稳定性过碳酸钠的研发，使得公司过碳

酸钠产品稳定性提高30%，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为今后过碳酸钠进入高端市场打下坚实基础；经过公司

研发部门的努力，解决了TAED分散性问题，其产品质量有望跻身国际行业前列。在加强技术研发与自主

创新能力的同时，公司积极做好各项业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制定公司技术系统保密制度，设定了文件保

密范围保密等级、设定相关保密区域，同时规范了保密文件的发放、使用、保管、传送等过程，为公司知

识产权保护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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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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与服务 280,400,944.50 114,938,403.33 59.01% 0.00% 0.00% 0.00% 

SPC 系列 320,170,273.18 238,739,880.83 25.43% 6.22% -3.49% 7.50% 

TAED 系列 96,903,180.56 66,906,682.64 30.96% 10.44% -6.05% 12.13% 

二-乙基蒽醌 80,710,402.41 34,743,989.43 56.95% 126.56% 138.1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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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894,561,203.0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6.64%；营业利润247,454,782.75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287.47%；利润总额252,145,489.8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85.16%；营业成本515,895,108.70元，

较去年增长35.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998,914.7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2.87%。以上财务

指标变动主要因素为： 

（1）公司并购杭州哲信实现双主业发展，游戏业务发展良好，通过加强与游戏开发商、渠道供应商

及支付提供商的紧密合作，增加游戏产品发行数量，积累了众多的游戏活跃用户和付费用户。发行游戏产

品数量、SP合作数量、CP合作数量、渠道合作数量均较2015年增加，游戏发行收入快速增长，相应游戏发

行成本有所增长。 

（2）公司化工业务规模稳定增长，生产技术提升、生产成本降低，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效益增长起到

积极作用。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361,702,677.71元，比期初增长51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4,960,972,692.70元，比期初增长691.26%。以上财务指标变动主要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收购杭州哲信所致。 

本报告期末，公司股本1,581,260,853.00元，比期初增长496.70%。以上财务指标变动主要系公司2016

年度完成非公发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股本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14元，比期初上升32.49%。以上财务指标变动主要

系公司杭州哲信并表及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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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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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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哲信公司100%股权而纳入合并范围，并将购买日杭州

哲信公司已拥有的马鞍山海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马鞍山翰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马鞍山宇森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哲信创客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麒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饶市麒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哲信影游科技有限公司、ZHEXIN TRANSASIA SINGAPORE PTE. LTD、ZettaByte (Hongkong) Company 

limited和南京游戏谷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等10家子公司一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因新设子公司浙江金科化工有限公司、金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绍兴上虞金科哲

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惊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傲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东胜傲来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小马星宝（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而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魏洪涛 

浙江金科娱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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