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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8                            证券简称：盛讯达                            公告编号：2020-010 

深圳市盛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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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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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华兴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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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3,3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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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讯达 股票代码 3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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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衍钢 许惠珠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 号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25 楼 2501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 号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25 楼 2501 

传真 0755-23985722 0755-23985722 

电话 0755-82731691 0755-82731691 

电子信箱 sxd@gamexun.com sxd@gamex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产品和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和业务包括游戏软件开发、游戏运营推广、电信业务和租赁业务等。 

（1）游戏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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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软件开发方面，公司主要进行手机游戏和网页游戏的研发。 

（2）游戏运营 

公司游戏运营包括自有平台游戏运营、第三方平台游戏运营和游戏推广运营。自有平台及第三方平台均运营自研游戏及

代理游戏。 

A.自有平台运营 

自有平台运营是指公司将自主开发或通过代理、第三方交由联运等方式获得的游戏产品利用自有游戏平台发布并运营。

在自有平台运营模式下，公司全面负责游戏的运营、推广与维护，提供平台游戏上线的广告投放、在线客服及充值收款的统

一管理。 

B.第三方平台联合运营 

第三方平台联合运营是指公司将自主开发或通过代理等方式获得的游戏产品交由第三方游戏运营平台运营。在第三方平

台联合运营模式下，游戏玩家需要注册成第三方平台的用户，在第三方平台的充值系统中进行充值从而获得虚拟货币后，再

在游戏中购买虚拟道具。第三方游戏平台公司负责平台的运营、推广、充值服务以及计费系统的管理，公司与游戏开发商联

合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C.游戏推广运营 

游戏推广业务是指公司给游戏开发厂商提供游戏推广服务。 

（3）电信业务 

电信业务跟游戏均为手机延伸涵盖业务。随着5G时代的逼近，移动互联网行业热度居高不下且市场需求旺盛。基于增

值电信业务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行业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与运营商合作开展相关业务。 

（4）租赁业务 

租赁业务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利丰创达名下的投资性房地产用于出租的业务。 

（二）公司业务结构的变化 

公司前期手机单机游戏开发业务主要的运营模式是预装在手机终端提供给最终用户使用，随着2018年开始的中国手机出

货量较大幅度下滑，公司部分客户受到较大冲击，该业务2018年开始萎缩，2019年延续了该趋势，加上手机网络游戏的挤压，

导致报告期内游戏业务收入结构出现较大变化。此外，互联网演艺业务竞争激烈，运营成本高等因素，2019年度公司缩减了

对该项业务的投入。 

（三）公司所处行业的变化 

    公司所处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属于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行业，2019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呈现平稳向好

发展态势。根据《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游戏产业整体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中国

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2308.8 亿元人民币，较 2018 年增长了 164.4 亿元人民币，游戏产业持续保持增长。中国游戏用

户规模达到 6.4 亿人，较 2018 年提高了 2.5%，持续扩大。 2019 年，中国游戏企业持续布局海外市场，以人民币计算，

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从 2018 年的 682.8 亿元进一步提高至2019 年的 825.2 亿元，增长率 21.0%，中国自

主研发游戏国内收入从2018 年的 1643.9 亿元人民币提高到 2019 年的 1895.1 亿元人民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联畅想，长期专注于面向海外市场的休闲社交棋牌类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和运营，目前已在泰国、印

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推出多款游戏产品，在当地细分游戏市场逐渐形成了领先优势，经营业绩良好；公司将充分利

用中联畅想在东南亚市场已有的市场营销和支付服务渠道进行游戏产品推广和运营，从而更好地实现进军海外市场的发展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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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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15,563,253.83 410,702,318.34 -47.51% 243,269,49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769,171.13 10,159,391.88 -2,322.27% 63,226,99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464,986.43 4,658,409.67 -6,313.82% 57,809,88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767,164.80 86,195,913.20 56.35% 39,780,88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2 0.11 -2,300.00% 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2 0.11 -2,300.00%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7% 0.93% -23.90% 5.9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339,643,647.48 1,772,707,729.95 -24.43% 1,477,829,99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0,069,881.08 1,096,476,531.85 -34.33% 1,096,265,914.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107,775.13 48,627,910.34 63,551,960.69 48,275,60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01,429.18 -3,466,746.35 1,202,641.20 -241,406,49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83,237.60 -946,112.13 1,094,037.71 -283,129,67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46,014.57 24,585,006.14 49,319,340.03 32,116,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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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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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湧锐 境内自然人 44.76% 41,779,152 33,169,996 质押 41,749,794 

马嘉霖 境内自然人 13.93% 12,999,960 0 质押 12,9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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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湧彬 境内自然人 2.51% 2,346,845 0 质押 2,299,998 

中铁宝盈资产

－浦发银行－

中铁宝盈－宝

鑫 77 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63% 1,518,372 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4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1% 1,315,434 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8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0% 1,214,401 0   

陈湧鑫 境内自然人 1.10% 1,029,034 0 质押 999,998 

郑娟娟 境内自然人 0.64% 595,412 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方圆 6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8% 540,700 0   

鹏华资产管理

－浦发银行－

鹏华资产金润

18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8% 450,22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湧锐与陈湧彬、陈湧鑫为兄弟；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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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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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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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国内单机游戏、网页游戏市场持续减小，受国内游戏形势及市场影响，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利用中联畅

想已有资源，从而更好地实现进军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将更多精力着眼于拓展海外市场业务。未来，在继续发展原有主营

业务的同时，公司将结合自身人才、技术等优势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合理优化现有资源，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556.3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51%，主要原因系： 

（1）由于单机游戏重要的运营模式是预装在手机终端提供给最终用户，随着2018年、2019年国内手机出货量较大幅度

下滑，手机制造厂商间竞争越加激烈，加上手机网络游戏的挤压，公司部分客户受到较大冲击，手机单机游戏开发业务2018

年开始萎缩，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公司顺应形势主动对游戏业务经营战略方向及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公司利用自身人才优势及技术优势，稳步推进移动网

络游戏的研发与运营，不断延伸产品开发和创新运营模式，并于2018年下半年收购了子公司中联畅想，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游

戏产品类型，拓宽游戏业务规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游戏平台运营收入6,381.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3.69%； 

（2）由于运营商业务调整，报告期公司电信增值业务收入下滑； 

（3）受宏观经济及监管政策、市场竞争激烈，运营成本高等因素影响，2019年度公司缩减了对互联网演艺业务、游戏

推广业务的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0,034.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63.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76.9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22.27%；基本每股收益为-2.4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0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2.97%，较上

年同期下降23.90个百分点。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系： 

（1）由于国内对于版号限制较多，2019年大量游戏厂商纷纷开始进驻海外游戏市场，东南亚游戏市场竞争加剧，获客

难度和推广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导致了中联畅想2019年经营业绩下滑，未能达到预期收益。公司管理层基于对未来发展趋

势的判断和经营规划，依据专项评估报告，报告期对中联畅想商誉计提减值准备15,791.22万元； 

（2）2019年下半年利丰创达观澜厂房园区周边租金出现下滑，此外制造业的外迁导致园区所在的工业厂房交易市场不

活跃， 供应大于需求，厂房空置率较高，受上述因素影响，市场挂牌出售价格也出现下滑，市场不活跃，有价无市。公司

管理层基于观澜厂房的状况、周边环境、租赁情况及周边同类市场交易情况等信息进行综合判断后，依据专项评估报告，报

告期对利丰创达投资性房地产计提减值准备10,362.48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3,964.36万元，较期初下降2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2,006.99万元，较期初

下降34.33%；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冲减资本公积以及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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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业务 110,684,484.39 16,119,604.24 85.44% -46.31% -78.77% 22.28% 

电信业务 83,545,362.45 82,379,784.47 1.40% -52.12% -52.20% 0.18% 

租赁业务 16,060,786.88 26,918,456.71 -67.60% 87.91% 2.29% 1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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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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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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556.3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51%，主要系受宏观经济、行业监管政策、市场竞

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主动对经营战略方向及业务结构进行调整，2019年缩减了包括电信增值等业务的业务规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576.9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22.27%，主要系公司基于管

理层综合判断并依据专项评估报告对收购子公司中联畅想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15,791.22万元以及对子公司利丰创达的

投资性房地产计提减值准备10,362.48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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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

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并

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01月

0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19年0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自2019年01月0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

融工具准则，将理财产品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财务报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

将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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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报表中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进行追溯调

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

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

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

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决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自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起执行修

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

容及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将原"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利

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按要

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

确认的信用损失。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

更，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

变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数据进行追溯调

整。 

财政部于2019年9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已执行新金融准则、

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

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16 号的要求编

制执行。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调整2019年度财务报表以下列报，并

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

整：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新增“使

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项目； （2）新

增“专项储备”项目。 2、现金流量表项目

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新增“专项储

备”行项目和列项目。本项会计政策变更

对公司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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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本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

施行。 

已提交《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至公

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 

本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该准则，

并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

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

进行追溯调整。本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报表无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5月发布《企业会计准则

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本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已提交《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至公

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 

本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该准则，

并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

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

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项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表无影响。 

（1）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存在重要影响的变化主要包括： 

A．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应根据所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

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B．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该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含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贷款承

诺及财务担保合同。 

C．新金融工具准则降低了套期会计的适用门槛，提升了套期会计的适用性，将套期会计和企业风险管理更加紧密结

合。 

新金融工具准则具体政策详见附注 三、（十）。 

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

表追溯调整。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于 2018 年 6 月发布的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公司已根据其要求按照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准则涉及项目变更外，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

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8年

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期末余额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7,553,420.41 - -137,553,420.41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 137,553,420.41 137,553,420.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77,945.21 - -5,577,945.21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 5,577,945.21 5,577,945.21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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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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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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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深圳市悠乐畅

想科技有限公

司 

2019.10.17 75,801.97 100% 股权转让 2019.10.17 
工商变更

日 
- -429.07 

 

2、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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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元） 

惠州市盈乐达

实业有限公司 
5200万元 100% 转让 2019.1.23 

工商变更

日 
25,476,011.72 

 

3、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企业名称 合并期间 变化原因 

深圳市拓普方网络有限公司 2019年7-12月 新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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