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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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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卢竑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佳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华

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872,146,923.62 4,368,812,646.36 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7,764,310.17 3,070,989,468.20 10.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392,864.47 221,637,597.11 64.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39,794,352.59 505,745,127.66 4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195,900.73 213,442,887.27 5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4,711,578.49 200,160,243.89 4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6 7.08 增加 2.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50 2.99 5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49 2.99 50.17 

说明： 

1、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

增长； 

2、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

及披露》（2010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财会[2015]19 号），在计算年初至报告

期末的基本每股收益时，以期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不含期初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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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00.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22,376.5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3,427.6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270,1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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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6,629,382.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49,897.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075,334.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75,710.14 

所得税影响额 -2,472,165.43 

合计 27,484,322.2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7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卢竑岩 21,629,475 30.10  质押 1,977,000 境内自然人 

陈拓琳 8,240,025 11.47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01,052 4.04  无  境外法人 

黄志辉 1,585,017 2.21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355,875 1.89  无  其他 

李培英 1,350,000 1.88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2,388 1.76  无  其他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1,026,074 1.43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0,012 0.89  无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组合 525,113 0.73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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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竑岩 21,629,475 人民币普通股 21,629,475 

陈拓琳 8,240,025 人民币普通股 8,240,02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01,052 人民币普通股 2,901,052 

黄志辉 1,585,017 人民币普通股 1,585,01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355,875 人民币普通股 1,355,875 

李培英 1,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科技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2,388 人民币普通股 1,262,388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026,074 人民币普通股 1,026,0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小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0,012 人民币普通股 640,01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组合 525,113 人民币普通股 525,1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卢竑岩和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陈拓琳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到期失效，到期后不再续签，

双方一致行动关系自动解除；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说明： 

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卢竑岩及陈拓琳承诺其持有的吉比特股份在

锁定期限届满（2020 年 1 月 4 日）后二年内无减持意向；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香港地区及海外投资者通过沪股通取得的公司

股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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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37,704,650.31 803,704,231.24 41.56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及回款增加 

应收账款 343,678,537.73 210,443,636.23 63.31 

本期收入增长，以及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影响渠道商延迟复工，

回款变缓 

在建工程 3,037,425.50 48,277.66 6,191.58 
厦门办公楼局部装修，本期根据工

程进度确认在建工程 

长期待摊费用 7,100,923.63 18,921,201.65 -62.47 
对游戏授权金进行摊销，确认为相

应的成本和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50,609,343.80 31,186,364.05 62.28 本期新购大额存单 

预收款项  642,304.03 -100.00 
本期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相关

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259,871,274.82  不适用 

本期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消耗

性道具余额及游戏玩家尚未使用的

充值额从其他流动负债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将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 193,004,260.46 128,219,020.48 50.53 
本期业绩增长，应交企业所得税等

税费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28,945,500.25 229,750,797.00 -87.40 

本期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消耗

性道具余额及游戏玩家尚未使用的

充值额从其他流动负债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递延收益 317,841.23 38,912,770.89 -99.18 

本期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游戏

玩家尚未使用的永久性道具余额从

递延收益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82,133,974.75 39,144,689.28 109.82 

本期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游戏

玩家尚未使用的永久性道具余额从

递延收益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7,072,697.75 4,680,145.24 51.12 本期确认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3.1.2 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39,794,352.59 505,745,127.66 46.28 本期《问道手游》收入增长 

管理费用 63,816,691.93 34,373,994.27 85.65 
（1）本期管理部门薪酬增加；（2）

本期增加办公楼相应的折旧 

研发费用 107,227,691.02 70,210,957.71 52.72 
本期业绩增长，相应增加研发部

门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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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5,796,884.58 2,407,330.30 -756.20 本期汇率变动，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9,297,710.98 5,933,387.61 56.70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12,220,778.50 8,411,630.51 45.28 

上期理财产品部分投资收益按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于上期期初转

入留存权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615,185.17 8,844,778.27 110.47 本期确认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6,852,493.56 3,528,237.61 -294.22 
本期应收账款余额增加，相应按

组合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营业外支出 4,249,906.66 10,184.13 41,630.68 
本期增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捐赠物资支出 

所得税费用 73,932,910.39 45,831,281.31 61.32 本期业绩增长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4,392,864.47 221,637,597.11 64.41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及回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444,965.11 -59,279,388.21 41.89 本期股权投资支出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1,489,562.28 -6,364,122.32 280.54 本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上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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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竑岩 

日期 2020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