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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7                           证券简称：迅游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1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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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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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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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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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游科技 股票代码 3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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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荔 代红波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世纪城南路 599 号 7 栋 7 层 成都高新区世纪城南路 599 号 7 栋 7 层 

电话 028-65598000-247 028-65598000-247 

电子信箱 corp@xunyou.com corp@xunyou.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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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05,409.02 353,896,042.29 -2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021,817.76 103,668,314.97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9,880,062.72 102,789,110.64 -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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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576,542.09 120,674,841.87 -31.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6 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6 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 3.3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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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6,905,354.89 2,782,920,522.59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5,013,835.10 2,213,279,370.05 5.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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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旭 境内自然人 9.99% 22,303,624 16,727,718 质押 22,303,604 

章建伟 境内自然人 9.71% 21,694,200 16,270,650 质押 19,289,997 

鲁锦 境内自然人 7.90% 17,651,893 13,238,920   

陈俊 境内自然人 7.08% 15,815,624 11,788,218 质押 15,814,555 

润泽允能（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厦门允能天
成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96% 8,849,557 8,849,557   

胡欢 境内自然人 3.60% 8,035,452 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优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3% 5,436,156 5,436,156   

上海钱沛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5,107,458 5,107,458   

珠海横琴狮之吼

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3,284,396 2,299,078   

成都盈创动力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3,17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章建伟先生、袁旭先生、陈俊先生三人通过协议书明确一致行动关系，共同拥有对
公司的控制权，系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袁旭先生系天成投资的有限合伙
人，持有天成投资 99%的合伙份额，故袁旭先生与天成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鲁锦先生系珠海狮之吼执行事务合伙人，故鲁锦先生与珠海狮之吼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3、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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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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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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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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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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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向网游等互联网实时交互应用提供网络加速服务以及基于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的流量广告服

务业务。公司产品系列较为丰富，致力于提供多样化场景端到端智能网络优化服务，平台基础资源及用户受众遍布全球。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02.18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31%，实现营业总收入26,400.54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25.40%。加速业务方面，移动端加速业务收入实现同比超过100%的快速增长，PC端加速业务基本保持稳定；

广告业务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及欧洲广告隐私政策的影响，海外移动广告业务收入同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对此公司

及时通过新增和其他中小平台的合作及转移推广等策略降低影响，并依靠精细化运营和成本管理，提升盈利水平。 

公司沿网络优化的纵向领域不断深挖，同时围绕与众多知名手机厂商深度合作的优势进行横向延伸，除了与主流游戏厂
商合作，公司还与华为、OPPO、三星、小米、努比亚、魅族等手机厂商达成在手机ROM中内置迅游加速器的深度合作；公司

作为华为“耀星计划”四星级会员，受邀参加华为2019年开发者大会，并作为华为生态合作伙伴创新应用落地代表发表演讲。

7月30日MTK（联发科）发布了首款搭载迅游科技网络加速服务的芯片，公司加速服务内嵌于MTK芯片中提供内置网络保障与

优化服务。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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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 年

修订）（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2019 年 4 月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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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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应收款项的
风险管控制度和措施，有效控

制坏账风险和实际坏账损失的

发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加强应收

款项的回收和考核，结合行业

情况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

司拟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

提个别认定与组合测试方法。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 

2019年04月25日 会计估计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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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内，新设迅游国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尚未产生实际业务），注销成都极速邦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章建伟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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