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在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正确领
导下，经过全体员工同心协力,2020 年度公司业务规模及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盈利
能力进一步增强,顺利完成了年度计划。现将 2020 年财务决算的有关情况汇报如
下:
一、2020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已经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
了司农审字[2021]2100036001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计师认为：本公
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财务状况
（一）总资产
2020 年末公司合并总资产 536,008.44 万元，比年初的 574,002.78 万元减少
了 37,994.34 万元，降幅 6.62%。
1.流动资产为 79,770.81 万元，占总资产的 14.88%，比上年减少 37,108.07
万元。其中：
（1）交易性金融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了 405.37 万元，增幅 100.00%,主
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影响期末未履约远期结汇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应收账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了 29,875.04 万元，减幅 53.79%,主要系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催收以及俱乐部球员转会收入减少所致。
（3）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了 6,723.97 万元，减幅 85.70%,主要系
报告期内公司收回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红款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了 944.99 万元，增幅 104.8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2.非流动资产为 456,237.64 万元，占总资产的 85.12%，比上年减少了
886.27 万元。其中：
（1）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了 23,124.34 万元，减幅 50.47%,主
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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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形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了 23,502.55 万元，增幅 32.58%,主要系
报告期内公司球队在冬季转会窗口引入新球员所致。
（3）开发支出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了 5,507.43 万元，增幅 91.29%,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二）总负债
2020 年末公司合并总负债 242,125.25 万元，比年初的 279,247.57 万元减少
了 37,122.32 万元，减幅 13.29%。
1. 流 动 负 债 为 177,331.20 万 元 ， 占 总 负 债 的 73.24% ， 比 上 年 减 少
22,062.03 万元。其中：
（1）交易性金融负债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了 74.07 万元，增幅 100.00%,主要
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影响期末未履约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预收款项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了 10,610.41 万元，减幅 100.00%,主要系
报告期内公司实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3）合同负债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了 5,335.40 万元，增幅 100.00%,主要系
报告期内公司实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4）应交税费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了 6,524.13 万元，减幅 50.94%,主要系报
告期内俱乐部营业收入下降导致计提相关税费减少所致。
（5）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了 498.04 万元，增幅 100.00%,主要
系报告期内公司暂估增值税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2. 非 流 动 负 债 为 64,794.05 万 元 ， 占 总 负 债 的 26.76% ， 比 上 年 减 少
15,060.29 万元。其中:
（1）长期应付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了 1,037.10 万元，减幅 58.83%,主要系
报告期内公司将 1 年内需要支付的长期应付款重分类到应付账款所致。
（2）递延所得税负债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了 1,091.93 万元，减幅 84.93%,主
要系报告期内俱乐部收回出售球员的分期款项，其对应的延期纳税额减少所致。
（三）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20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3,766.83 万元。其中股本
124,419.84 万元，资本公积 5,069.89 万元，盈余公积 5,038.09 万元，未分配利
润 154,261.17 万元，其他综合收益 4,977.84 万元。少数股东权益报告期末较年
初增加了 12.18 万元，增幅 11.6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利润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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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17,270.42 万元，增幅 472.61%,主
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其中：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39,675.73 万元，增幅
54.7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保证金所致。
2.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2,431.28 万元，减
幅 1,482.75%,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3.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3,616.19 万元，增幅 58.3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三、经营绩效
2020 年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174,285.4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1.40 万元，分别比 2019 年度减少 32.82%、减少 89.94%。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85,156.60 万元，减幅 32.82%,主要系报告期内受
新冠肺炎疫情及俱乐部降级的影响，公司玩具板块和体育板块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9,924.26 万元，减幅 45.1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
司游戏业务推广费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947.02 万元，减幅 64.28%,主要系公司处置原
子公司深圳市畅娱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相应减少研发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5,209.79 万元，减幅 36.1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
司优化债务结构，债务总额及债务成本均下降导致利息支出下降。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44.06 万元，增幅 37.81%,主要系报告期内俱乐
部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7,855.69 万元，减幅 1,182.91%,主要系报告期内
公司处置参股标的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862.05 万元，增幅 162.42%,主要系报告
期内汇率变动影响期末未履约远期结汇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损失减少了 1,926.94 万元，减幅 261.38%,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转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损失减少了 2,138.57 万元，减幅 105.46%,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82.83 万元，减幅 6,320.98%,主要系报告期
内公司因处置固定资产形成的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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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718.86 万元，减幅 95.2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
司非经营性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223.25 万元，增幅 85.0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
司捐赠疫情物资及固定资产报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4,438.36 万元，减幅 117.44%,主要系报告期体
育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俱乐部降级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均有下降，导致
报告期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88.26 万元，减幅 99.65%,主要系报告期内
俱乐部净利润减少，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60.24 万元，减幅 118.04%,主要
系报告期内公司境外子公司合并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23,250.31 万元，减幅 89.94%,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及球队降级的影响，公司体育业务和玩具业务净利润减少
所致。
四、主要财务指标
本年度资产负债率 45.17%，流动比率 44.98%，速动比率 42.19%，应收账款周
转率 4.29，即 83.87 天/次，存货周转率 19.26,即 18.69 天/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基本每股收益 0.0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01 元；每
股净资产 2.36 元。
总体来讲,公司 2020 年度整体经营平稳有序，各项业务发展态势良好、资产质
量优良、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增强,具有较强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和稳定的成长
性。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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