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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9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2019-027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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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896,231.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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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 股票代码 0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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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斐 康思然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

智谷大厦 11 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

智谷大厦 11 层 

电话 010-82356080 010-82356080 

电子信箱 ir@egls.cn ir@egl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服务及文化产业，聚焦于移动互联网的内容研发和移动互联网

流量的运营业务。 

游戏研发：子公司北京艾格拉斯在自研产品方面持续运营了《英雄战魂》、《格斗刀魂》、《英雄战魂之元素王座》、

《空城计》、《英雄战魂2》等移动游戏，在韩国和港澳台地区由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子公司代理发行了《风之旅团》、《超

杀默示录》、《遇见》、《王与异界骑士》、《義氣3D》、《衣之星願》、《龍之谷：神聖天堂》、《星空獵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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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戰記》、《楚喬傳手遊》、《戰國志》、《賭神Online》、《無雙戰役》、《武神默世錄》等多款移动游戏；公司签约获

得了知名IP《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未来几年在手机游戏、页游、H5游戏的全球范围内多语言版本的独家开发、运营和发行

授权，目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相关产品已有多款完成开发工作，将于2019年度陆续上线运营；公司引进签约了日本知名

IP《路能超人100：灵能》并开展相关产品的研发、运营和发行的授权，2019年2月相关产品《路人超能100：灵能》已取得

游戏发行版号，并将于2019年Q2正式在中国大陆地区上线运营。 

移动游戏推广：子公司北京拇指玩自行研发的“拇指玩”平台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安卓系统移动互联网手机游戏下载和

推广平台。北京拇指玩与腾讯、网易、中国手游、英雄互娱等知名游戏开发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平台可供下载的游戏

囊括了国内热门的手机游戏。2018年，拇指玩还积极拓展外部资源，并加以整合，同步开展了以游戏推广、游戏发行、软件

应用推广等内容的新的业务类型。为适应整个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游戏行业的发展变化，拇指玩继续深耕平台的精细化运营，

在保持原有游戏联运业务稳定的同时，积极尝试新的业务形式，使公司整体业绩保持了稳定及增长。 

移动互联网视频推广：2018年，杭州搜影依托“拇指影吧”海量留存活跃用户积极拓展品牌客户及影视剧宣发业务，同时

利用自身大数据分析及挖掘能力积极开拓金融科技大数据技术风控业务，均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效果。未来杭州搜影将继续依

托自身精细化的流量运营能力，积极拓展行业内新生优质渠道资源，优化广告智能大数据精准投放技术，搭建更为完善的金

融科技大数据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拇指影吧”平台的流量变现能力，同时亦积极拓展AI智能幼儿教育、人力资源SaaS智能

科技服务系统等新领域，确保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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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292,019.11 845,085,867.44 -1.87% 562,978,99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695,738.59 413,970,919.87 61.77% 214,161,54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957,060.91 372,827,757.45 2.45% 209,215,91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541,432.62 399,443,924.66 -41.53% 243,385,22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0 0.260 38.46%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0 0.260 38.46%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2% 9.71% 1.21% 6.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140,833,046.67 6,930,312,592.50 3.04% 3,875,530,83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49,211,404.17 5,807,134,267.86 11.06% 3,418,050,0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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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98,579.14 169,696,086.82 201,845,093.43 281,052,25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823,848.69 140,876,578.17 86,572,084.72 278,374,19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801,972.71 99,849,422.56 81,411,607.47 77,894,05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54,718.27 79,262,062.50 219,667,694.59 -87,143,0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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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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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义聚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7% 222,679,143 0 质押 222,236,900 

金华巨龙文化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10% 167,915,700 0 质押 135,248,499 

浙江巨龙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9% 117,952,760 0 质押 117,949,654 

北京骊悦金实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1,214,574 

上海哲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0,000,000 

宁波乐源盛世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9% 80,971,659 80,971,659 质押 80,971,659 

北京康海天达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0% 79,411,765 0 质押 79,411,765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3.02% 55,730,929 55,730,929 质押 51,399,998 

新纪元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

新疆峰石盛茂

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 48,269,068 48,269,068 质押  

日照银杏树股

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9% 47,760,350 0 质押 47,760,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吕仁高直接持有巨龙控股 90%股份，且巨龙控股全资控制巨龙文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

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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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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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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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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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9,292,019.1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7%；利润总额为692,887,255.23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65.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9,695,738.5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77%。 

2018年，公司从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出发，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持续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发展

战略和经营计划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不断的积累资源以扩大新的竞争优势和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强化移动互联网产业

板块的资源投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聚焦于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服务和文化

产业。 

 

（二）公司主营情况分析 

  1、游戏业务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游戏研运一体和精品化运营策略，以MMPRPG类型游戏为主，坚持以玩家为本的设计和运营理念，

重视产品的质量和玩家的体验感的提升。子公司北京艾格拉斯在自研产品方面持续运营了《英雄战魂》、《格斗刀魂》、《英

雄战魂之元素王座》、《空城计》、《英雄战魂2》等移动游戏，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同时，在韩国和港澳台地区由控

股子公司或参股子公司代理发行了《风之旅团》、《超杀默示录》、《遇见》、《王与异界骑士》、《義氣3D》、《衣之

星願》、《龍之谷：神聖天堂》、《星空獵手》、《光榮戰記》、《楚喬傳手遊》、《戰國志》、《賭神Online》、《無雙

戰役》、《武神默世錄》等多款移动游戏。 

报告期内，公司多款游戏产品获得了行业内的好评。2018年1月，《英雄战魂2》荣获安智应用商店年度游戏“2017年度

十大最受欢迎手机游戏”。2018年8月，公司荣获2018中国游戏资本峰会（CNG）黑马奖。2018年11月，公司《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3D》荣获被誉为游戏“奥斯卡”金翎奖中的2018年“最受期待移动网络游戏”。 

在新游戏研发方面，公司签约获得了知名IP《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未来几年在手机游戏、页游、H5游戏的全球范围内

多语言版本的独家开发、运营和发行授权。报告期内，《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相关产品已有多款完成开发工作，将于2019

年度陆续上线运营；同时，公司引进签约了日本知名IP《路能超人100：灵能》并开展相关产品的研发、运营和发行的授权，

2019年2月相关产品《路人超能100：灵能》已取得游戏发行版号，并将于2019年第二季度正式在中国大陆地区上线运营。 

2、 移动游戏推广： 

子公司北京拇指玩自行研发的“拇指玩”平台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安卓系统移动互联网手机游戏下载和推广平台。北京

拇指玩与腾讯、网易、中国手游、英雄互娱等知名游戏开发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平台可供下载的游戏囊括了国内热门

的手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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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北京拇指玩相继获得《猎魂觉醒》、《楚留香》、《第五人格》及《传奇世界3D》等热门精品新游戏的平

台首发，获得了玩家青睐并取得了良好的游戏收入。为适应整个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游戏行业的发展变化，北京拇指玩将积极

拓展外部资源并加以整合，同步开展了以游戏推广、游戏发行、软件应用推广等内容的新的业务类型，继续深耕平台的精细

化运营，在保持原有游戏联运业务稳定的同时，积极尝试新的业务形式，保证公司整体业绩的稳定及增长。 

3、移动互联网视频推广 

2018年，杭州搜影依托“拇指影吧”海量留存活跃用户积极拓展了宁波视远惟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三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等品牌客户，重点加强了对《火王》、《武动乾坤》等影视剧

的宣发力度，同时利用自身大数据分析及挖掘能力积极开拓金融科技大数据技术风控业务，均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效果。未来

杭州搜影将继续依托自身精细化的流量运营能力，积极拓展行业内新生优质渠道资源，优化广告智能大数据精准投放技术，

搭建更为完善的金融科技大数据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拇指影吧”平台的流量变现能力，同时积极拓展AI智能幼儿教育、人

力资源SaaS智能科技服务系统等新领域，确保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4、公司投资情况 

2018年2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过投资并购基金的方式完成了对美国移动互联网营销公司Applovin Corporation的投资。

2018年9月，并购基金顺利退出该项目，公司收到投资本金10亿元，获得收益3.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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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终端游戏 494,734,263.73 480,430,351.32 97.11% -1.10% -1.00% 0.10% 

视频内容分发 212,751,951.20 65,539,333.53 30.81% 113.10% 72.88% -7.17% 

广告业务 112,848,514.76 112,848,514.76 100.00% 210.61% 210.6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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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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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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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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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

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万元）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万

元）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万元） 

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018年4

月 
19,930.00 100.00 

支付现

金 

2018年4月1

日 

控制权转

移 
3,606.45 2,453.17 

霍尔果斯萤火虫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欣源伟业科技有

限公司 

2018年

12月 
40.00 100.00 

支付现

金 

2018年12月

11日 

控制权转

移 
- - 

分步实现企业合并且在本期取得控制权的情况 

被投资单位 取得股权时点 取得成本（万元） 取得比例 取得方式 

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4年5月 450.00 15.00% 现金增资 

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8月 100.00 4.25% 现金增资 

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4月 19,380.00 80.75% 受让股权 

合计  19,930.00 100.00%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目 
成都萤火虫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11,143,277.30 11,143,277.30 

应收账款 6,729,402.32 6,729,402.32 

预付款项 2,098,000.00 2,098,000.00 

其他应收款 1,946,430.44 1,946,430.44 

固定资产 99,226.75 88,082.94 

无形资产 1,700,000.00  

负债：   

应付款项 36,810.44 36,810.44 

应付职工薪酬 432,331.76 432,331.76 

应交税费 566,826.65 566,826.65 

递延收益   

净资产 22,680,367.96 20,969,224.15 

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22,680,367.96 20,969,224.15 

成都萤火虫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参考国融兴华评估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各项可辨认资产和

负债的公允价值分析后确定。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之前原持

有股权在购买日

的账面价值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股权在购

买日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和主要假设 

购买日之前与原持有

股权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投资收益的

金额 

成都萤火虫 5,500,000.00 46,200,000.00 40,700,000.00 评估报告折现率12.19%  

2、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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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方

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

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

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 

霍尔果斯艾瑞福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 转让 2018年12月 控制权转移 21,060.39 

（续）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比例

（%）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账面价

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股权公允价值的确定

方法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投资损益的金额 

霍尔果斯艾瑞福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3、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增加方式 

新疆艾格拉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100.00 100.00 新设成立 

霍尔果斯艾格拉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 100.00 新设成立 

拉萨羿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 新设成立 

淮南经开君合云数据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00.08 59.62 新设成立 

福州泰生丰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131.00 100.00 新设成立 

淮南高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0 100.00 新设成立 

拉萨艾格拉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02.00 100.00 新设成立 

霍尔果斯掌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0 100.00 新设成立 

日照艾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00 100.00 新设成立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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