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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广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陆依雯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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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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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154,408.70 1,069,768,310.43 -36.42%
注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677,542.45 342,362,116.66 -19.48%
注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3,737,912.70 326,465,409.78 -2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8,568,266.27 -351,690,508.68 -215.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3.91%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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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6,975,521.63 10,681,963,387.19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49,381,748.23 9,044,986,965.00 1.15% 

注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剔除相关影响后，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1.6%。 

注 2：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开发新品大作游戏，建立行业长期竞争壁垒。但受到行业政策调整及版号未

开放的影响，产品上线计划被动推迟，导致营收规模无法随投入增长，影响公司盈利能力。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19,822.50 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160,620.36 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3,881,388.89 信托理财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1,456,811.46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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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3,682.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29,000.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0,072.46  

合计 31,939,629.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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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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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巨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7% 564,205,115 564,205,115 质押 513,042,102 

上海腾澎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6% 195,574,676 195,574,676 质押 150,763,120 

上海鼎晖孚远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6% 169,188,782 169,188,782 质押 169,188,782 

上海铼钸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6% 165,105,047 165,105,047   

上海中堇翊源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0% 153,807,984 153,807,984 质押 147,404,900 

上海澎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6% 153,004,715 137,902,990 质押 118,154,084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弘毅创领（上海）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7% 126,891,587 126,891,587 质押 126,891,587 

上海孚烨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8% 84,594,391 84,594,391 质押 84,594,391 

彭俊珩 境内自然人 1.96% 39,776,040    

国寿安保基金－

渤海银行－民生

信托－中国民生

信托·至信 170 号

世纪游轮定向增

发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78% 35,957,43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彭俊珩 39,776,040 人民币普通股 39,776,040 

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民生

信托－中国民生信托·至信 170 号

世纪游轮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5,957,431 人民币普通股 35,957,431 

逄宇峰 19,209,12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9,12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资 618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19,148,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48,100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101,725 人民币普通股 15,101,725 

宋国文 12,011,536 人民币普通股 12,011,536 

民生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 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9,574,500 人民币普通股 9,574,500 

陈渝 8,708,860 人民币普通股 8,708,860 

彭建虎 7,167,240 人民币普通股 7,167,2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巨人投资及腾澎投资均为巨人网络实际控制人史玉柱控制的企业，巨人投资及腾澎

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2、鼎晖孚远及孚烨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海鼎晖百孚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鼎晖孚远及孚烨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3、中堇翊源及澎腾投资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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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伙人均为巨源投资，中堇翊源及澎腾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4、彭建虎与彭俊珩因

近亲属关系构成为一致行动人；5、根据“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民生信托－中国民

生信托·至信 170 号世纪游轮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国寿民生信托计

划”）的信托合同，民生信托作为信托受托人控制信托计划；根据民生信托与资产管理

人国寿安保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国寿安保并不进行主动管理，因此民生信托对该资

格计划具有实际控制力，应当认定为实际控制人。由于民生信托与民生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卢志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寿民生信

托计划与民生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6、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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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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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518,099,796.74 786,136,896.20 -34.1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下降，主要系保理

业务款项逐步收回。 

交易性金融资

产 

405,562,500.00 0.00 100.0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上升，主要系根据

财政部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部分

持有的理财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从

其他流动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额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1,440,734.59 477,177,998.27 -82.93%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下降，主要系根据

财政部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部分

持有的理财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从

其他流动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额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0.00 987,534,550.02 -100.0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下降，主要系根据

财政部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部分

持有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2,314,319.70 0.00 100.0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上升，主要系根据

财政部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部分

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列报为其他非流动金额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1,002,360,626.57 0.00 100.0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上升，主要系根据

财政部修订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部分

持有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应付职工薪酬 112,975,652.65 206,172,103.35 -45.2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下降，主要系本报

告期支付了上年奖金。 

库存股 367,730,249.61 181,681,391.20 102.4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上升，主要系本报

告期回购股份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305,763.78 -28,071,862.97 -52.60% 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下降，主要系金融

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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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80,154,408.70 1,069,768,310.43 -36.42% 主要系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120,939,258.28 271,899,818.68 -55.52% 主要系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金融服务费下降。 

税金及附加 6,634,587.02 9,742,669.47 -31.90% 主要系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税金及附加下降。 

管理费用 58,413,272.55 196,879,787.03 -70.33% 主要系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人员成本、服务费及其他日常费

用下降。 

财务费用 -19,352,088.29 -38,115,001.09 -49.23% 主要系利息收入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 341,623.57 13,406,713.01 -97.45% 主要系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坏账损失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8,704,811.43 1,521,656.19 472.06% 主要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损

失以“－”号填

列） 

30,741,586.79 20,091,276.99 53.01%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投资收益较上年同

期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019,822.50 165,055.69 517.87%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266,863.33 153,717.06 73.61%   

营业外支出 7,007.49 1,441,021.07 -99.51% 主要系本报告期资产报废损失下降。 

少数股东损益 13,897,091.70 42,822,010.10 -67.55% 主要系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少数股东损益下降。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8,568,266.27 -351,690,508.68 -224.70% 主要系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应付风险处置押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5,956,533.22 -363,131,744.71 -62.56%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对外投资较上年同

期下降。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8,740,182.87 270,940,091.88 -177.04%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购股份，同时上年同

期收到少数股东增资款。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 

92,338,173.50 -458,618,625.19 -120.13% 主要系①本报告期旺金金融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应付风险处置押金减少；②本

报告期公司对外投资较上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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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

案》，公司将使用自不超过20亿元（含）且不低于10亿元（含）的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

公众股股份，作为公司拟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之标的股份来源，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

划，公司将依法对回购的股份予以注销。回购价格不超过25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本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9,670,9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最高成交价为19.88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7.8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86,011,423.13元（不含交易费用）。 

    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9,081,8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

最高成交价为19.8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8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67,656,263.38元（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30,000,000

.00 
 11,552,126.02   

8,095,495.0

3 

41,552,126.

02 
自有资金 

其他 
10,041,000

.00 
 -374,333.33    

9,666,666.6

7 
自有资金 

其他 
62,581,627

.08 
     

32,971,493.

79 
自有资金 

其他 
400,000,00

0.00 
5,562,500.00    

13,038,055.

56 

405,562,500

.00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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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6,733,500.

00 
     

6,733,500.0

0 
自有资金 

其他 
363,475,52

0.42 
 21,224,039.40    

384,699,559

.82 
自有资金 

其他 
20,000,000

.00 
     

20,000,000.

00 
自有资金 

其他 
300,000,00

0.00 
 342,000.00    

300,342,000

.00 
自有资金 

其他 
10,180,960

.00 
     

10,180,960.

00 
自有资金 

其他 
198,000,00

0.00 
     

198,000,000

.00 
自有资金 

其他 
1,700,194.

96 
     528,639.97 自有资金 

合计 
1,402,712,

802.46 
5,562,500.00 32,743,832.09 0.00 0.00 

21,133,550.

59 

1,410,237,4

46.27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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