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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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7,708,373.82 5,387,665,710.80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79,634,173.81 3,802,961,389.06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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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582,010.07 364,392,864.47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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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723,072.88 739,794,352.59 5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238,068.35 322,195,900.73 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898,920.41 294,711,578.49 2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6 9.96 减少 0.8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08 4.50 12.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08 4.49 13.14 

说明：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本期《一念逍遥》等新上线游戏贡献收入；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速小于营业收入增速，主要系《一念逍遥》上线初期的营

销推广支出较高；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新游戏的营销推广支出及游戏

分成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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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财会[2015]19

号）相关规定计算，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未到行权期，对每股收益无稀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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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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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9,557.2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733,534.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6,381.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363,529.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90,582.59 

所得税影响额 -3,685,474.32 

合计 10,339,1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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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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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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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340 3.36  无  境外法人 

黄志辉 1,463,282 2.04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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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4,902 1.31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51,901 1.05  无  其他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中泰星河 1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737,568 1.03  无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

六组合 
722,997 1.01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64,502 0.92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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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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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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340 人民币普通股 2,414,340 

黄志辉 1,463,282 人民币普通股 1,46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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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价值智选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4,902 人民币普通股 944,90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51,901 人民币普通股 751,901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中泰星河 1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37,568 人民币普通股 737,56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722,997 人民币普通股 722,99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64,502 人民币普通股 664,5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竑岩与公司董事（副

董事长）陈拓琳无一致行动关系，且均与上述其余

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上述其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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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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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度末 
本期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530,125,875.52 195,483,733.91 171.19 
本期收入增加，未回款金额相应

增加 

其他应收款 49,847,493.22 101,947,198.21 -51.10 本期收回部分财务资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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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度末 
本期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 1,035,691,748.58 545,300,425.41 89.93 
本期部分新增股权投资划分为长

期股权投资 

使用权资产 2,351,019.92  不适用 
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

使用权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6,567,983.09 70,074,474.99 66.35 

（1）本期合同负债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增加；（2）部分子公司适用

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855,367.39 30,394,740.37 34.42 本期新购大额存单 

应付账款 316,642,333.50 126,326,927.44 150.65 

（1）本期应付营销推广费增加；

（2）本期应付外部研发商分成款

增加 

应交税费 251,721,811.83 159,010,633.01 58.31 根据盈利情况计提企业所得税 

其他流动负债 34,924,108.61 16,503,862.54 111.61 本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 

长期借款 1,522,166.47 6,951,258.41 -78.10 按期归还部分长期借款 

租赁负债 2,551,670.69  不适用 
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

租赁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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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17,723,072.88 739,794,352.59 51.09 本期新上线游戏贡献收入 

营业成本 187,827,752.16 64,031,640.28 193.34 本期向外部研发商支付分成增加 

销售费用 263,557,230.75 51,776,620.98 409.03 

（1）本期新游戏《一念逍遥》上

线，广告投入较多；（2）公司长

期持续对《问道手游》进行营销

推广 

研发费用 146,957,617.19 107,227,691.02 37.05 
本期业绩增长，计提的项目奖金

相应增加 

投资收益 70,816,894.65 12,220,778.50 479.48 
本期按权益法确认的联营企业投

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50,203.97 18,615,185.17 -99.19 

上期确认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营业外支出 908,489.92 4,249,906.66 -78.62 
上期发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捐赠物资支出 

所得税费用 98,438,653.26 73,932,910.39 33.15 
部分子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

生变化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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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4,836,016.72 -34,444,965.11 -1,539.82 

（1）本期股权投资支出增加；（2）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大于赎回

金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785,301.97 11,489,562.28 -32.24 本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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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