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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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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83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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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族网络  股票代码 00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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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彬 朱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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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 

电话 021-33671551  021-33671551  

电子信箱 ir@yoozoo.com ir@yoozo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游族网络作为中国领先的互动娱乐供应商，专注于移动游戏和网页游戏的开发、发行和运营。公司坚持“精实增长”战略，

立足“大IP”“精品化”“全球化”三大方向，秉承“分享简单的快乐”的企业使命，持续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游戏产品及服务，提

升玩家的游戏体验。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出《天使纪元》、《三十六计》、《女神联盟2》等多款精品游戏，持续开拓保有优势的MMO、卡

牌、SLG三大品类，对产品做深度差异化打造，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IP生命力；同时寻求核心品类突破，布局二次元、休闲

游戏、H5等新品类。报告期内，公司加速全球化和区域化布局，新建新加坡研发中心，并在印度、土耳其、韩国、泰国均设

立了分公司；持续优化海外产品矩阵，在长线运营《Legacy of Discord-Furious Wings》（《狂暴之翼》）等移动游戏及

《League of Angels II》（《女神联盟2》）等网页游戏的基础上，推出《Era of Celestials》（《天使纪元》），《League 

of Angels III》（《女神联盟3》）等新作，并通过战略合作、大型展会等形式整合区域流量，进一步拓宽全球游戏综合发

行网络。 

2018年是产业环境企稳优化改革之年，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伽马数据（CNG）联合发布的《2018年中国

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144.4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339.6

亿元，同比增长15.4%。随着游戏版号审批恢复常态，行业增速有望回升。同时，国家对游戏产业越来越重视，国家统计局

将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国家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并予以重点发展，确立了相关产业的地位，强化了产业发展

的支持政策，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8年，令游戏行业欣喜的一大破局来自于游戏出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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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数字纽带，而且也是互联网时代连

接中国与全球的世界语言。游戏产业致力于通过游戏创作秉承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游戏的形式更好的诠释和表达中国

传统文化，让用户在游戏中体验、理解甚至与传统文化产业精神互动，真正做到文化输出。公司一直致力于游戏产业的全球

布局，通过提升游戏文化价值，助力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在App Annie发布的2018年中国发行商出海收入榜中，公司排名

第11位，并连续第二年入围年度全球收入“52强发行商”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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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1,253,925.15 3,235,675,454.52 10.68% 2,530,114,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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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9,116,882.41 655,890,460.38 53.85% 587,879,9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6,716,882.60 598,722,981.56 23.05% 554,853,56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338,494.93 741,508,830.90 -63.14% 561,385,099.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0.76 51.32% 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5 0.76 51.32%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2% 21.12% 2.50% 24.1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332,575,255.04 6,635,947,807.91 10.50% 4,703,862,96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09,617,206.26 4,051,162,418.38 11.32% 2,711,477,7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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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815,132.91 918,972,177.79 836,170,910.12 958,295,70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082,812.69 270,903,226.04 189,815,519.09 326,315,3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011,849.68 161,484,372.18 176,793,891.48 180,426,76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10,401.11 -36,389,561.17 106,120,038.01 153,497,6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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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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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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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  境内自然人 34.84% 309,536,169 232,152,126 质押 302,805,807 

宁波保税区永

谐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0% 53,308,072    

王卿伟 境内自然人 3.98% 35,378,319  质押 4,650,000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0% 34,619,708    

王卿泳 境内自然人 3.65% 32,438,319  质押 3,850,000 

朱伟松 境内自然人 2.58% 22,893,191  质押 21,291,490 

马信琪 境内自然人 1.99% 17,661,249    

上海一骑当先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1% 17,000,000  质押 17,000,000 

游族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15,994,290    

张云雷 境内自然人 1.75% 15,515,903  质押 14,5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卿泳和王卿伟先生为兄弟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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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马信琪期末持有公司 17,661,249 股，其中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17,66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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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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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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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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行业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产业链逐渐完善，成为推动我国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并

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经过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网络游戏行业空间持续扩大正走向成熟。随着游戏

行业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行业进入门槛变高，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头部产品呈现精品化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贯彻“精实增长”战略，立足“大IP、精品化、全球化”三大方向，通过游戏研发升级和精细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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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巩固核心业务优势，深化全球化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81亿元，同比上年增加10.68%；其中移动游戏

实现收入25.68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71.70%，同比上年增加11.59%；营业收入中来自海外地区的收入达到18.44亿元，占营

业收入比重5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9亿元，同比上年增加53.85%。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

73.33亿元，同比上年增加10.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5.1亿元，同比上年增加11.32%。 

公司于报告期内推出多款精品游戏，依托自身多年研发积累，持续开拓已形成积淀的MMO、卡牌、SLG三大品类，并

积极扩展二次元和休闲竞技等新市场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根据《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18年收入前100移动游

戏中动作角色扮演类游戏、回合制角色扮演类游戏、卡牌游戏、策略游戏市场份额占比合计超过60%，利于公司市场份额的

进一步提升；2018年中国游戏市场女性用户规模为2.9亿人，同比增长11.5%，远高于网络游戏用户规模的增长；2018年中国

二次元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90.9亿元，同比增长19.5%，占中国移动游戏市场14.3%。二次元游戏这一细分领域作

为游戏市场新的增量成为公司新市场开拓的主要方向。 

1.报告期内，公司运用多元化产品打造能力，产品多点开花，不断提升产品品质，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公司旗下经典卡

牌手游《少年三国志》凭借出色的游戏品质和多年的稳健运营，上线四年累计流水超过50亿，斩获“2018年度十大最受欢迎

移动游戏”，另一款《狂暴之翼》则凭借在海外市场取得的出色成绩，收获“2018十大最受海外欢迎游戏”。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的3D魔幻MMO手游《天使纪元》以战斗主题，游戏的画面表现、动作打击感、操作的流畅度以及

音效表现上都处于同类别产品前列。在SLG领域，公司推出《三十六计》手游，印证了公司在SLG领域深厚的用户基础和研

发发行实力沉淀。《女神联盟2》手游作为“女神联盟”IP系列的续作，凭借出色的游戏品质以及GTA研发团队主美术卢泰佑

领衔打造媲美主机的游戏画质，收获了业界和玩家的好评。此外，公司针对年轻用户多元化的偏好推出的题材丰富化、受众

细分化的精品手游大作《权力的游戏 凛冬将至》、《山海镜花》等已开放测试；公司经典卡牌手游《少年三国志》的续作

《少年三国志2》也即将开启测试。 

2、在保持国内市场优势的同时，公司坚持以“本地化的思维”布局“全球化市场”，凭借数年的海外发行经验积累，公司

发行版图已拓展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积累包括育碧、微软、苹果在内的1000多个合作伙伴，实现了从引进、原创到

输出的升级，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渗透率和区域优势得到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携知名IP《权力的游戏》改编网页游戏《Game of Thrones Winter is Coming》亮相德国科隆展，成为

唯一一家在核心展区参展的中国游戏公司。公司在科隆展现场展示了游戏对IP场景的极致还原，展示出中国团队对这一全球

知名IP的匠心打造，并开放预注册，引得全球玩家的瞩目。 

2019年3月26日，由华纳兄弟互动娱乐通过HBO许可下正式授权，由公司研发、发行的即时战争策略网页游戏《Game of 

Thrones Winter is Coming》(《权力的游戏 凛冬将至》)英文版正式启动海外公测，游戏通过对细节的打造真实还原IP场

景，并在玩法上进行微创新，该游戏已获得Facebook全球推荐。2019年公司将携《猎魂觉醒》、《圣斗士星矢》、《神都夜

行录》等多款游戏出海继续开拓海外市场，致力于成为一家拥有全球化格局意识和强劲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游戏企业。 

3、公司通过打造可靠的中台和精悍的前台提升内部研发运营的效率。公司通过中台的搭建增强技术、数据、工具等资

源垂直领域的专业度，对标行业标准，提升自身能力。形成模块化、组件化资源包快速匹配前台所需资源与能力。 此举将

同时提升研运效率，加强品质把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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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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游戏 893,950,672.13 527,712,695.30 59.03% -1.12% 0.24% 0.80% 

移动游戏 2,567,697,322.91 1,428,557,177.57 55.64% 11.59% 24.87%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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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着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结合本公司的客户特点和应收款项的结构、回款及核销情况，同时

结合同行业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标准，公司对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评估。为了更加客观、真实、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

更。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115 号

公告。公司对本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与时任公司聘任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必要及充分的沟

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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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按上述规定编制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

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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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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本公司之下属公司 Youzu Games HongKong Limited 设立 Yoozoo US Corp， 持股例为 100%， 本公司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 2018 年 3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上海游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上海游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本

公司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 2018 年 4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 Youzu Games HongKong Limited 设立 YOOZOO GAMES KOREA CO. LTD，持股比例

为 100%，本公司从 2018 年 4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 2018 年 4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 Youzu (SINGAPORE）PTE.LTD 设立 E4U Live Pte. Ltd.，持股比例为 100%，本公司

从 2018 年 4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 2018 年 5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上海游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上海游富玖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本公司从 2018 年 5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 2018 年 6 月，本公司与本公司之下属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游心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泽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76.92%和 0.01%的股权分别作价 84,000,000.00 元和 10,920.00 元转让给宁波泽瑾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泽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约定将持有的全部普通合伙人份额一并转让，于当月本公司及

子公司将不再对宁波泽禧具有重大影响。 

7、 2018 年 7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 Youzu (SINGAPORE) PTE. LTD 设立株式会社 YOOZOO，持股比例为 100%，本公司

从 2018 年 7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8、 2018 年 7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 Youzu (SINGAPORE) PTE. LTD 设立 Yoozoo Games Gmbh，持股比例为 100%，本公

司从 2018 年 7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9、 2018 年 11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 Youzu (SINGAPORE) PTE. LTD 设立 YOUZU GAMES (THAILAND) CO. , LTD，股

本共计 300,000.00 股，其中 153,000.00 股为优先股，147,000.00 股为普通股。Youzu (SINGAPORE) PTE. LTD.持有 YOUZU 

GAMES (THAILAND) CO. , LTD. 146,999.00 股的普通股，持股比例 49%。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优先股持有者持有的每六股股

权数，享有一次表决权；普通股持有者，持有的每一股股权数，享有一次表决权。公司享有的表决权比例为 85.22%，故公

司对 YOUZU GAMES (THAILAND) CO. , LTD.具有控制权。本公司从 2018 年 11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0、2018 年 12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成都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本

公司从 2018 年 12 月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1、2018 年 12 月，本公司之下属公司霍尔果斯驰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销，该公司从 2018 年 12 月退出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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