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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9-039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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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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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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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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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华通 股票代码 00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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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正山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 66

号 
 

电话 0575-82148872  

电子信箱 zhengshan_yan@sjhuato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目前公司业务主要分为互联网游戏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两块。 

（1）.互联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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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互动有400多名员工，是最早一批面向海外市场的集研发、发行及运营为一体的游戏公司。2016

年《阿瓦隆之王》正式发布，横扫67个国家的AppStore畅销榜，成为唯一一款两次登顶美国畅销榜的中国

游戏；2017年9月《火枪纪元》上线，这是一款中世纪风格的战争策略类即时对战手游，根据App Annie提

供的数据显示，《火枪纪元》一直能够稳定排在美国App Store畅销榜Top 20。自2018年以来《阿瓦隆之王》

和《火枪纪元》一直稳居手游出海收入榜前五。近期，由App Annie发布的《中国APP发行商2018年全年出

海发行商收入 30 强》，点点互动位列冠军。 

天游软件是中国领先的运动休闲竞技类网络游戏平台运营商，旗下子公司厦门趣游是中国网页游戏行

业的龙头企业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代表性企业。主要从事运动休闲竞技类客户端平台运营，在运动休闲

竞技类游戏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力图打造集客户端、网页游戏于一体的国内领先的运动休闲竞技类网络游

戏平台，并逐步开发手游产品。天游软件的主要运营游戏产品有《街头篮球》、《攻沙》、《范伟打天下》、

《天书世界》和《九阴绝学》。 

无锡七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无锡国家软件园，在无锡、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设有控股

公司。公司从事网游研发运营业务，总部研发公司员工约660人，属省“双软”企业，以移动网游与无端网游

并存为发展方向。公司一贯秉承制作精品游戏产品的原则，以创新和整合为核心，以用户需求为基础，使

得每款无端网游产品都有优异的市场回报，同时，为广大无端网游用户提供了精彩纷呈的娱乐体验。七酷

网络的主要游戏产品有手游《屠龙决战沙城》、《择天记手游》以及《魔力宝贝手机版》等。 

（2）.汽车零部件制造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车业”）系研发、生产、销售汽车塑料配件、金属冲压件

的专业厂家，是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华通车业是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一汽集团、东风集团、广

州本田等汽车主机厂的定点配套A级供应商，也是法国法雷奥集团、德国贝洱集团、伟世通集团、小糸车

灯、奥托立夫集团等国际一流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全球采购首选供应商。汽车零部件制造板块主要产品有

汽车热交换系统塑料件、空调系统塑料件、车灯系统塑料件、内饰件、外饰件、座椅系统塑料件、安全系

统塑料件、其他汽车塑料件、有色金属铸造件、金属冲压件等系列。拥有较强的产品设计、研发队伍，能

自行设计或与顾客共同设计开发新产品。是上海大众、上海通用的模具、检具认可供应商，拥有进口的各

类高精度数控加工中心及辅助设备。检测中心拥有进口的全套塑料材料和成品性能测试设备，已通过

ISO/IEC17025标准国家认可。 

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互联网+时代，游戏市场潜力巨大。优秀的游戏人才团队以及子公司所积累的雄厚资金，都将成为游

戏市场强大的竞争力。报告期内，上市公司拥有点点互动、天游软件和七酷软件三家运营网络游戏业务的

公司，坚持以游戏研运一体化为核心的双主业格局，稳扎稳打。点点互动在模拟经营类游戏的研发制作方

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业务布局海外，覆盖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天游软件主要从事运动休闲竞技类客

户端游戏平台运营，是中国领先的运动休闲竞技类网络游戏平台运营商之一；七酷网络主要从事网页和移

动游戏开发业务。上市公司已经在国内客户端游戏及网页游戏领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开发、发行及运营体

系，致力于实现网络游戏业务类型全覆盖、游戏产业链全覆盖及游戏发行全球化的发展格局。 

随着中国汽车产销量的增速相对减缓，公司的各类零配件需求量也逐渐进入了平稳期。在零配件制造

上我们不仅有严格的管理模式，更有一整套先进的生产设备，拥有15年以上的模具开发经验和一大批专业

模具设计制造人才，能够协同客户一起开发设计;检测中心拥有德国和美国进口的全套塑料理化性能试验设

备、测量设备和产品性能试验设备，设备先进性、齐全性居华东地区首位，扎实的生产团队，成熟的柔性

流水线，能为顾客持续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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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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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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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3,997,085.31 3,490,821,643.58 132.72% 3,455,902,43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2,263,077.70 782,740,266.90 22.94% 503,455,67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4,251,188.82 379,221,126.30 96.26% 500,464,71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0,049,465.20 198,883,096.36 367.64% 713,769,227.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8 -10.42%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8 -10.42%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9% 16.43% -9.14% 11.9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6,746,036,368.48 6,413,770,003.40 161.10% 5,503,922,34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864,375,486.87 5,049,562,385.52 174.57% 4,385,029,4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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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674,396.29 2,518,388,651.37 2,333,018,823.49 1,895,915,2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558,339.76 396,952,194.92 169,242,967.13 82,509,57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301,459.36 318,018,014.10 170,793,628.98 62,138,08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460,870.70 561,666,346.76 53,890,301.32 534,953,6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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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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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1% 436,800,000 0 质押 356,576,000 

邵恒 境内自然人 13.05% 304,796,341 241,455,811 质押 304,077,901 

王佶 境内自然人 10.91% 254,665,456 204,846,766 质押 254,665,456 

上海菁尧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9% 193,439,504 193,439,504 质押 193,439,504 

永丰国际集团

（香港）有限公
境外法人 6.85% 160,020,000 0 质押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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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上海华毓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2% 126,595,190 126,595,190 质押 126,595,190 

汤奇青 境内自然人 4.11% 95,876,457 0 质押 25,600,000 

绍兴市上虞鼎

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 94,955,490 94,955,490 质押  

绍兴市上虞趣

点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 94,955,490 94,955,490 质押  

上海华聪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4% 42,986,555 42,986,555 质押 42,986,5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王苗通为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绍兴市上虞鼎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王苗通

设立的合伙企业;上海华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华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皆为一村资本有限公司且一村资本有限公司都有参股，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95,120,0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41,680,000 股。 王翔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503,53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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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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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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按照做强做大互联网及游戏产业、稳定发展汽车零部件行业及逐步调整铜加工业务的公司发展战

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公司已通过ISO/TS16949：2009和VDA6.1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是上海大众的定点配套A级供应

商，也是法国法雷奥集团、德国马勒集团、伟世通集团、小糸车灯、奥托立夫集团等国际一流汽车零部件

制造商的全球采购首选供应商。 

    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业务发展将依托现有资源，在做好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抓住我国汽车工业平稳发展

的有利时机，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扩大现有产品生产规模、拓展产品种类并进一步向下

游产品延伸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力争使公司发展为

国内乃至全球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在互联网游戏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秉持做大做强游戏产业的发展目标，按照董事会确定的战略

目标和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互联网游戏行业的整合和收购。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经营情况如下： 

 

科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23,997,085.31 3,490,821,643.58 13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2,263,077.70 782,740,266.90 22.94% 

主营业务收入（元） 8,013,901,165.08 3,391,035,915.88 136.33% 

主营业务成本（元） 4,922,790,705.40 2,373,716,786.37 107.39% 

营业利润（元） 1,052,857,013.14 952,948,969.78 1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0,049,465.20 198,883,096.36 3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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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杆加工件 618,342,435.31 7,950,655.04 1.29% 1.76% 2.42% -0.63% 

塑料件 1,760,252,300.65 342,134,334.06 19.44% 8.56% 13.95% -3.81% 

金属件 155,886,470.33 -3,990,093.42 -2.56% 27.48% 32.56% -3.93% 

游戏运营收入 5,346,496,303.49 2,704,575,356.45 50.59% 673.34% 1,062.62% -16.54% 

其他产品 108,335,158.35 16,132,819.64 14.89% -32.51% -32.0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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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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点点互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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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本集团已按照

上述通知编制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比较

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随着本集团互联网游戏板块业

务规模不断扩大，本集团的相

关应收款项也相应增加。其中

主要应收款项来自于国内外主

流游戏运营商，且普遍为境内

外上市公司。鉴于互联网游戏

板块业务和汽车零部件板块业

务的客户性质和信用风险存在

较大的差异，本集团根据在业

务扩展中逐步积累的经验，不

断细化和完善对于应收款项的

管理。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

映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本集团对应收款项的账龄

分类及相应的坏账计提比例的

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8年06月19日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随着本集团互联网游戏板块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本集团的相关应收款项也相应增加。其中主

要应收款项来自于国内外主流游戏运营商，且普遍为境内外上市公司。鉴于互联网游戏板块

业务和汽车零部件板块业务的客户性质和信用风险存在较大的差异，本集团根据在业务扩展

中逐步积累的经验，不断细化和完善对于应收款项的管理。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集团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集团对应收款项的账龄分类及相应的坏账计提比例的会计估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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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变更。 

 

具体详情请见本年报 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第五章-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3-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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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新增合并收购子公司15家，新设子公司2家，处置子公司2家。具体详情请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第

八点 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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