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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18-079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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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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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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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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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英网络 股票代码 00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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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李原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

场 3 号楼 3 楼 
 

电话 021-62203181  

电子信箱 dm@kingnet.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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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05,557,526.69 1,299,274,369.13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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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963,038.00 413,847,935.48 -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7,403,801.45 380,003,297.02 -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800,841.83 425,732,104.71 -1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注 1） 0.17 0.19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注 1） 0.17 0.19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9% 11.54% -4.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920,979,083.50 6,104,616,361.49 1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6,568,269.44 4,824,418,097.82 4.19% 

注 1:每股收益计算的说明：本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计算

了本报告期加权平均的股数并重新计算了比较期间的加权平均股数和每股收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8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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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悦 境内自然人 21.44% 461,570,064 459,473,163 质押 417,624,666 

冯显超 境内自然人 12.10% 260,471,808 260,181,708 质押 248,253,999 

上海海桐开元

兴息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1% 152,955,000 152,955,000   

上海骐飞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0% 135,579,672 135,579,672 质押 107,506,400 

海通开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2% 84,337,567 74,924,982   

上海圣杯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80,720,328 80,720,328 质押 57,954,800 

林诗奕 境内自然人 2.65% 57,000,000 0   

马信琪 境内自然人 2.17% 46,789,515 0   

金丹良 境内自然人 2.07% 44,463,112 0   

王政 境内自然人 2.02% 43,535,508 23,003,658 质押 30,96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悦、冯显超、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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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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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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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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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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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游戏类业务： 

1）业务概述 

公司拥有成熟的产品数据推算模型和对市场的预判能力，始终秉持“专注品质、用心服务”的理念，一切以用户价值为

核心。公司坚持对游戏产品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通过精细化运营进行长周期精品产品的打造，重视产品的生命周期和持续

的盈利能力，追求用户极致的游戏体验。 

网页游戏：公司以独家代理方式运营了《传奇盛世》、《蓝月传奇》、《梁山传奇》、《三国群雄传》、《刺沙》等网页游戏。

其中《蓝月传奇》自上线以来稳居畅销榜前列，最高月流水突破2亿元，截止报告期末累计流水超过30亿元。 

手机游戏：公司《全民奇迹》延续良好表现。该游戏已持续运营超过三年，在海内外均有不俗的表现，在中国iOS 排

行榜仍然保持高位，在韩国和泰国iOS&Google play收入榜排行前十。截止报告期末累计活跃用户数近2亿人次，累计流水收

入突破78亿元，是全球为数不多的10亿美金手游俱乐部的一员。公司持续推出的《王者传奇》、《敢达争锋对决》、《战舰世界

闪击战》、横板格斗类等新产品也收获了广大用户较好的口碑。 

其他游戏：公司正在研发多款H5游戏，并获得了“奇迹MU”的H5游戏正版授权，目前公司储备的H5游戏产品类型丰

富，不久即将上线。公司与Asmodee进行了战略合作，多款桌面游戏的手游版本正在进行研发，其中《嗒宝》即将在国内上

线。公司正在研发多款微信小游戏。公司控股的浙江九翎着力于研发 HTML5 游戏，通过其主打产品《传奇来了》等游戏

在国内市场的成功运营，贪玩、 1377、玩吧等国内知名的游戏平台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传奇来了》自 2017 年 4 月

上线以来，月均流水在超千万。 

2）优质IP储备及打造 

优质IP不仅能在产品上线初期导入大量用户，快速聚拢用户群体，也更容易被游戏平台推荐，减少运营成本，把握产品

节奏。公司擅长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和引进优质IP，深入挖掘、潜心研究IP的游戏开发，力争最大限度的获得和提升IP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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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除游戏外，公司还会全方位的开发运营优质IP，在动画播放、漫画出版和影视剧开发等方面全面出击，使得优质IP焕

发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公司在研运《全民奇迹》时倾注了大量资源和精力，“奇迹MU”IP的手游改编是端游IP改编为手游的

先锋和成功的优秀代表。基于此，公司不断加大了IP的引进，目前已经获得的知名IP授权有： 

“奇迹MU”、“传奇世界”、“热血系列”、“魔神英雄传”、“机动战士敢达系列”、 “战舰世界”、“幽游白书”等等。目前多

款新兴力作正在授权自主或合作研发过程中。公司近期已推出了《王者传奇》、《敢达争锋对决》、《战舰世界闪击战》、横板

格斗类等新产品，细分领域新品布局丰富，未来公司还将储备更多优质IP，研发并推出更多精品游戏。  

3）研发体系建设 

以匠心精神打磨出长周期精品产品，这是公司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所以公司在加强研发体系的建设上做了较大的努力。

在绩效考核，股权激励等方面来保障和鼓励研发团队的积极性，加强研发团队建设，鼓励创新精神；在游戏研发这一系统工

程上提升和加强各个环节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合作，有效提升公司研发运营效率；在各个游戏开发项目齐头并进的时候，对各

个项目之间进行取长补短、资源共享，增加优质产品出品率。 

4）积极并购优秀研发团队 

公司2017年度收购浙江盛和51%股权，累计持有浙江盛和71%股权；本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浙江九翎70%股权。浙江盛和

拥有实力深厚的网页游戏研发能力及精准的市场定位能力，其连续推出《蓝月传奇》、《梁山传奇》等网页游戏及《王者传奇》、

《龙腾传世》等热血PK类手游，品质及流水数据表现卓越；浙江九翎为一家专注于H5游戏和微信小游戏研发与发行的综合性

互联网企业，拥有国内资深的游戏研发团队和具备丰富经验的优秀运营团队，其自主研发的H5游戏《传奇来了》上线首月流

水即超千万元，另有多款优质产品面有望于2018年下半年面世发布。公司通过与浙江盛和及浙江九翎的优势整合，大幅提升

了研发实力，加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公司将继续推进内生主业与外延并购双轮驱动，积极并购优秀研发团队，实现

产业链纵深整合。 

2、内容平台： 

1）网页游戏平台 

公司旗下的XY.COM游戏平台是国内知名的精品网页游戏运营平台，上线运营至今累计推出近百款精品网页游戏，涵盖

角色扮演、模拟应景、休闲竞技、战略策略等多种游戏类型，拥有广泛的用户群公司运营的《蓝月传奇》、《传奇盛世》、《梁

山传奇》、《三国群雄传》、《刺沙》等多款游戏继续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在各大网页游戏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收入和市场份额

迅速增长，在游戏行业的地位和品牌知名度稳步提升。截止报告期末，平台累计活跃用户数已近1.1亿人次，累计充值额突

破22亿元。 

公司建立了健全成熟的产品接触、产品筛选和评估、沟通商谈、合同审批和签署、产品上架等专业高效的产品挖掘、测

评及引入机制，并与众多优秀游戏研发商建立了紧密的代理运营战略合作关系。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对玩家需求和喜好的

精准把握、对代理游戏品质的准确判断、对运营游戏的经验积累已慢慢逐步沉淀成为公司的网页游戏平台运营的核心优势。 

2）移动应用分发平台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旗下XY苹果助手累计活跃用户数超过2亿人次，累计充值额突破12亿元，目前在苹果助手类产品市

场中排行前列。XY苹果助手不断进行版本更新迭代，移动端和PC端累计迭代升级超过400次以上。随着移动互联网从增量

市场转向存量市场，面对用户需求日益模糊化的当下互联网环境，公司正在重新探索和定义移动应用分发的形态。通过海量

数据计算和智能化推荐等创新技术手段，精确分析用户需求，细化应用个性化标签，针对细分场景提供定向、精准的分发服

务，降低应用开发者的成本，为应用开发者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同时，公司积极推动基于iOS的各类移动端工具产品和应用的开发，逐步形成以XY苹果助手为核心，各类工具产品、应

用相围绕的产品体系，打造以用户体验为核心、帮助用户解决核心问题为导向的移动互联网生态体系，形成更大的移动端流

量入口。此外，XY苹果助手为公司提供了海量移动应用分发数据，公司基于大数据分析系统，能不断从中寻找和孵化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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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产品机会。 

3）区块链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宣布正式成立区块链事业部，并投入百人技术团队致力于区块链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该项目旨在依托区

块链技术打造能为用户提供信息流、游戏平台、内容社区等为一体的全新综合服务平台。该项目主要基于区块链开源社区代

码，并结合自身业务模式进行了技术的改进及优化，在此基础上建立高性能与可信任的区块链基础平台，该区块链基础平台

可支持海量用户。平台应用场景：该平台包括游戏 App、资讯、社区、商品等内容，以用户为中心，通过用户的高度自制

和全程参与共创内容（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表现），再根据用户的行为来实现价值共享。 

3.互联网高科技： 

1）科技金融 

公司投资的科技金融类公司，满足了公司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全产业链布局。未来，公司希望通过科技金融生态构建，成

为公司利润增长的强劲动力。 

2）VR/AR 

公司初步完成了从“VR输入设备--VR内容制作/内容平台--VR输出设备”的VR生态圈构建。随着软硬件技术的不断发展，

产业拐点将会越来越清晰可见。 

3）大数据智能处理中心 

公司通过搭建大数据智能处理中心，能分析在平台运营、广告推广、产品用户行为等各个阶段的海量数据。以此进行产

品趋势预测，为公司产品研发提供依据；进行用户行为数据计算，以实现用户个性化推荐等功能。同时，公司自研精准营销

系统，能通过海量渠道数据分析，筛选优质渠道资源、实现精准投放，确保运营效率的最大化，大数据积累和挖掘以及智能

化处理将成为公司发展的一项重要核心竞争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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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西安二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报告期新设的全资子公司。 

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报告收购的子公司，收购后持股70%，详见“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附注八 合并范围的

变更”。 

浙江彩虹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绍兴鼎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浙江九翎控制的非全资子公司。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悦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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