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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8                            证券简称：盛讯达                            公告编号：2019-013 

深圳市盛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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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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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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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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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 号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25 楼 2501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 号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25 楼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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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主要产品和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和业务包括游戏软件开发、游戏运营推广、互联网演艺和电信业务等。 

（1）游戏软件开发 

在游戏软件开发方面，公司主要进行单机游戏、网络游戏的研发。 

（2）游戏运营 

公司游戏运营包括自有平台游戏运营、第三方平台游戏运营和游戏推广运营。自有平台及第三方平台均运营自研游戏及代理

游戏。 

（3）互联网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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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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与奇秀平台和yy平台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4）电信业务 

电信业务跟游戏均为手机延伸涵盖业务。随着5G时代的逼近，移动互联网行业热度居高不下且市场需求旺盛。基于增值电

信业务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行业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与运营商合作开展相关业务。 

2、公司所处行业的变化 

公司所处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属于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行业，有较好的政策环境；而国内游戏行业2018年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寒冬，由于游戏版号停止发放近十个月而迎来新一轮洗牌，整个行业增速下降；直至2018年底，游戏版号的重新

发放才给整个行业带来曙光。但根据《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海外市场已成为中国游戏企业重要的收入来源，2018

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95.9亿美元，同比增长15.8%。公司2018年新收购的中联畅想，恰好一直

专注于面向海外市场的休闲社交棋牌类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和运营，目前已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推出多

款游戏产品，在当地细分游戏市场逐渐形成了领先优势，经营业绩良好；公司将充分利用中联畅想在东南亚市场已有的市场

营销和支付服务渠道进行游戏产品推广和运营，从而更好地实现进军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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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10,702,318.34 243,269,491.90 68.83% 207,248,46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9,391.88 63,226,991.08 -83.93% 99,673,85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58,409.67 57,809,884.98 -91.94% 93,470,75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95,913.20 39,780,880.13 116.68% 88,414,827.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8 -83.82%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8 -83.82% 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5.90% -4.97% 13.0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772,707,729.95 1,477,829,999.29 19.95% 1,125,455,55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6,476,531.85 1,096,265,914.94 0.02% 1,048,440,6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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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47,820.03 120,050,195.60 112,007,071.92 115,297,23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0,543.91 -1,922,954.54 1,238,520.93 7,143,28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19,388.20 -415,495.14 2,946,034.08 6,847,25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05,722.56 -14,188,166.88 85,149,864.65 29,839,9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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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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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9,794 

马嘉霖 境内自然人 13.93% 12,999,960 0 质押 12,999,960 

陈湧彬 境内自然人 2.51% 2,346,845 2,346,845 质押 2,299,998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

铁宝盈－宝鑫 77 号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3% 1,518,372 0   

陈坤焕 境内自然人 1.50% 1,397,764 1,397,764 质押 1,397,698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

产金润 24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1% 1,315,434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

产金润 2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0% 1,214,401 0   

陈湧鑫 境内自然人 1.10% 1,029,034 1,029,034 质押 999,998 

郑娟娟 境内自然人 0.66% 620,412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

产方圆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8% 540,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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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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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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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游戏业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秉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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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研发方面持续投入，保持了公司游戏研发

业务的基本稳定。在发展主营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拓展移动互联网行业相关业务，目前已形成了游戏研发、游戏运营、互

联网演艺服务、电信业务并存的业务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070.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83%，主要原因系: （1）公司增值电信业务规模迅速扩大，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7,447.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1.77%； （2） 公司2018年新开拓了游戏推广运营业务，本期实现营业

收入6,142.29万元； （3）2018年7月，公司收购了中联畅想（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7%的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增加，持

有期间中联畅想实现营业收入5,337.83万元。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为2,458.7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61.01%；利润总额为2,079.6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8.09%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5.94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83.93%；基本每股收益为0.11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83.82%。公

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单机游戏重要的运营模式是预装在手机终端提供给最终用户，2018年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大幅度回落，加上手机

网络游戏的挤压以及公司经营战略方向的调整，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手机软件许可使用及受托开发业务收入下降， 本期实现

销售收入9,666.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73%， 本期实现毛利8,569.5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126.41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银行贷款增加，发生利息支出1,420.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9.56%；银行存款减少导致利息收入减少，

本期取得利息收入223.7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3.07%。 

（3）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利丰创达投资有限公司租金收入较小，不能覆盖资产折旧及税费，本期产生净利润亏损1,933.38

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77,270.77万元，较期初增长19.95%，主要系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联畅想的影响；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9,647.65万元，较期初增长0.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11.75元，较期初增长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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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63,086.76 79,294,161.05 87.85% -29.16% -28.74% 0.52% 

手机软件许可使

用 
6,401,025.40 6,401,025.40 100.00% -82.06% -82.06% 0.00% 

增值电信业务 174,479,808.42 2,129,166.57 1.22% 261.77% 1,500.39% 0.94% 

游戏第三方平台

联合运营 
41,554,579.80 37,677,320.63 90.67% 2,352.99% 3,045.10% 19.95% 

游戏推广运营 61,422,856.99 2,431,683.13 3.96% 100.00% 100.00% 3.96% 

租赁业务 8,546,925.25 -17,768,969.85 -207.90% 79.83% 30.41% 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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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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70.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83%，主要原因系: （1）公司增值电信业务规模迅速扩大，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17,447.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1.77%； （2） 公司2018年新开拓了游戏推广运营业务，本期实现营业

收入6,142.29万元； （3）2018年7月，公司收购了中联畅想（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7%的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增加，持

有期间中联畅想实现营业收入5,337.83万元。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为2,458.7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61.01%；利润总额为2,079.6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8.09%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15.94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83.93%；基本每股收益为0.11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83.82%。公

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单机游戏重要的运营模式是预装在手机终端提供给最终用户，2018年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大幅度回落，加上手机

网络游戏的挤压以及公司经营战略方向的调整，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手机软件许可使用及受托开发业务收入下降， 本期实现

销售收入9,666.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73%， 本期实现毛利8,569.5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126.41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银行贷款增加，发生利息支出1,420.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9.56%；银行存款减少导致利息收入减少，

本期取得利息收入223.7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3.07%。 

（3）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利丰创达投资有限公司租金收入较小，不能覆盖资产折旧及税费，本期产生净利润亏损1,933.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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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

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

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变更前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变更后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9,714,767.74 

应收账款 109,714,767.74 

应收利息 - 

其他应收款 1,445,338.50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1,445,338.50 

固定资产 106,459,348.26 
固定资产 106,459,348.26 

固定资产清理 - 

应付利息 600,794.60 
其他应付款 8,002,800.54 

应付股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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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7,402,005.94 

管理费用 59,060,482.53 
管理费用 24,611,065.29 

研发费用 34,449,417.24 

财务费用 -3,360,651.97 

财务费用 -3,360,651.97 

其中：利息费用 4,905,164.52 

其中：利息收入 8,307,152.08 

 

—鉴于供应链业务的业务特性与公司其他业务存在差异，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匹配业务发展

规模及业务特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同时

参考上市公司同类业务的会计估计，公司针对供应链业务产生的应收款项中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各账龄区间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变更。变更前后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变更前计提比例（%） 变更后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1 

1-2年 10 5 

2-3年 30 10 

3-4年 50 30 

4-5年 80 50 

5年以上 100 100 

该变更业经2018年6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开始适用时点为2018

年06月30日，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涉及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本期报表影响如下： 

2018.12.31 变更前 变更后 影响金额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648,988.70 184,005.57 464,983.13 

资产减值损失 510,412.59 45,429.46 464,9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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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公司以现金502,500,000.00元的价格收购江西焱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联畅想67%的股权，2018年7月

27日，中联畅想已办理完实际交接手续并完成工商变更。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支付276,375,000.00元，剩余

226,125,000.00元股权款待达到相关付款条件时再予支付。 

—2018年9月，公司以资产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惠州市盈乐达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115.24万元，持股比例100%，

9月10日盈乐达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纳入合并范围，截止2018年12月31日，拟出资的自有房产尚未办理完过户手续，资产于 

2019 年1月16日过户完毕，实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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