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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ST 晨鑫                             公告编号：2021-010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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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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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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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晨鑫 股票代码 00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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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蕾 潘玉涛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52 号 1 单元 4 层 9 号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52 号 1 单元 4 层 9 号 

电话 0411-82952526 0411-82952526 

电子信箱 cxkj@morningstarnet.com cxkj@morningstarne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形成LCOS芯片、智慧打印、互联网游戏和电子竞技等并行的业务模式。 

1、公司通过收购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快速切入集成电路行业，着力发展LCOS光调制芯片及LCOS光学模

组，与产业链上下游展开合作，探索扩展LCOS产品的应用场景。 

慧新辰主要从事LCOS芯片业务，集LCOS芯片设计研发、封测、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目前主要产品为自主研发的LCOS芯

片和LCOS光学模组、定制化的研发设计服务，广泛运用于5G、无屏显示、智能投影、智能汽车、3D打印/扫描、AR/VR等领域。

以“研发推动市场、市场反馈研发”的发展思路，不断提升高端芯片国产化水平及行业技术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相关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 

2、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上海洛秀科技有限公司，以智慧打印业务产业链运营为发展思路，快速切入智慧打印业务产

业链，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通过B2B、B2C的业务模式向家庭、企业、商铺等客户提供产品销售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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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拥有自主的1862游戏平台（http://g.1862.cn），平台内容全面、丰富、专业，囊括国内主流的移动网络游

戏，H5游戏以及最新移动游戏资讯。公司发挥自有版号优势，持续深入移动游戏研发和运营，积极开拓不同游戏品类，强化

游戏平台业务发展，拓展游戏短视频业务，通过游戏研发、游戏发行、渠道拓展、广告业务的布局，促使流量变现。 

4、电子竞技业务主要包括电竞教育、品牌赛事、内容产出、电竞场馆运营等板块，通过整合电竞资源，形成独立的

电竞人才生态。公司围绕“麦芽电竞”品牌持续拓展电竞相关业务领域，重点发展电竞教育，结合全国工商联人才交流中心 

“全国电子竞技人才实训基地”和“电子竞技专家服务站”的授牌，培训输送专业型电竞人才，推动电竞赛事运营。未来公

司将通过打造电竞主题乐园、电竞场馆等方式，完善电竞线下体验。媒体直播方面，公司结合自身竞技类游戏资源丰富的特

点，与在线视频、直播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流量入口合作，实现产品指向性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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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5,263,440.13 66,356,241.80 66,643,479.34 57.95% 244,496,487.13 244,496,48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018,408.58 -999,348,620.32 -1,006,870,359.21 94.83% -635,710,649.94 -635,710,64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696,329.42 -950,158,485.19 -957,535,187.83 92.62% -613,599,236.06 -613,599,23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789,556.73 12,447,678.53 -16,187,791.17 2.46% -38,405,720.85 -38,405,720.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4 -0.70 -0.71 94.87% -0.45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4 -0.70 -0.71 94.87% -0.45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8% -90.35% -91.34% 81.86% -36.11% -36.1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694,358,105.28 733,315,058.79 777,965,425.69 -10.75% 1,986,406,919.69 1,986,406,91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11,967,991.97 561,180,257.21 574,489,636.30 -45.70% 1,605,744,304.30 1,605,744,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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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8,010.66 5,028,995.29 31,457,628.75 61,208,80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3,181.33 759,695.35 -1,647,629.56 -52,393,65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5,178.61 -2,473,828.69 -3,480,498.72 -63,476,82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8,594.77 2,903,008.59 -5,308,113.26 -4,655,8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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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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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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群 境内自然人 9.78% 139,573,900 0 冻结 139,573,900 

薛成标 境内自然人 6.98% 99,630,000 0   

钜成企业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8% 95,371,200 0 

冻结 60,000,000 

质押 35,371,200 

朱龙清 境内自然人 1.07% 15,227,350 0   

伍玉龙 境内自然人 0.52% 7,355,400 0   

华志娟 境内自然人 0.50% 7,112,700 0   

宗锡联 境内自然人 0.44% 6,219,150 0   

朱巧慧 境内自然人 0.43% 6,080,000 0   

伍艳 境内自然人 0.42% 6,018,400 0   

舒灵朕 境内自然人 0.42% 5,981,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薛成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自然人伍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08,0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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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526.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7.95%；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5,213.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94.59%；实现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5,201.8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94.83%。 

1、LCOS芯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快速切入集成电路行业，着力发展LCOS芯片业务，为公司的

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慧新辰首款QHD分辨率级别的LCOS光调制芯片（无机取向）已于2019年下半年试制成功。2020年前三季度，受到新冠

疫情的影响，慧新辰的订单交付出现了滞后的情况。2020年第三季度后，在疫情缓解的同时，慧新辰根据客户需求不断提升

产品技术水平和改善产品性能，产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陆续完成了产品交付，截至报告期末成熟工艺芯片（QVGA）

和新工艺芯片（540P/720P/WSS等）分别批量出货。2020年12月，慧新辰发布了0.26英寸720p LCOS芯片，完成了像素密度从

4300PPI到6000PPI的提升。未来LCOS芯片业务有望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为公司增加利润来源。 

2、智慧打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智慧打印相关业务，通过B2B、B2C的业务模式向家庭、企业、商铺等客户提供产品销售和解

决方案，实现收入约5,226万元。 

3、互联网游戏业务 

报告期内，因原有游戏进入衰退期，相关游戏产品下线，导致游戏收入大幅减少。公司继续投入休闲类小游戏、网赚

类游戏产品开发，休闲类小游戏《逆天猫》已在苹果的app store上线公测，网赚小游戏《深海大作战》已开发完成，正在

进行推广。 同时，通过渠道拓展、广告业务的布局，促使流量变现。 

4、电竞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麦芽电竞”品牌，拓展相关领域业务，重点发展电竞教育业务，并与行业内头部电子竞技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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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达成战略合作，共同着力于“育苗计划”，对青少年家长进行电子竞技知识普及，结合线下实训与线上课程培训，帮助青

少年正确树立电子竞技价值观，帮助其正确对待电子竞技游戏与电子竞技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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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相关产品 17,670,670.74 13,152,225.85 74.43% 6,118.97% 44,476.85% 64.05% 

纸制品 52,255,463.18 2,229,588.00 4.27% 100% 100% 100% 

服务费收入 12,962,263.79 7,675,822.43 59.22% 100% 100% 100% 

其他 19,518,999.54 5,385,628.22 27.59% -33.07% 45.73%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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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26.34 万元，同比上升 57.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01.84 万元，同比上

升 94.83%，主要由于公司本年度新增智慧打印业务和 LCOS 芯片业务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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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考年报全文第十二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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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狮晟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诚逸信资产管理（上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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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投资设立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洛秀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收购上海慧新辰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上述事项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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