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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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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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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龙 股票代码 00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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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平 危永荧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

63 号鼎龙希尔顿花园酒店 21 楼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

63 号鼎龙希尔顿花园酒店 21 楼 

电话 020-32615774 020-32615774 

电子信箱 stock@dinglongwh.com stock@dinglongw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钛矿业务、游戏业务及影视业务，其中钛矿业务为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的业务板块，将成

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业务方向。 

钛矿业务方面，公司依托丰富的钛铁砂矿资源以及专业的技术工艺，通过控股子公司中钛科技从事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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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矿的开采、洗选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钛精矿，是生产钛白粉、钛金属等钛产品的优质原料。报告期内，

中钛科技持续开展钛矿生产线建设、许可文件申报等工作，并通过钛矿销售等为公司贡献了一定生产经营

利润。 

游戏业务方面，公司立足于精品游戏研发和运营思路，基于知名IP游戏的成功研发经验，通过代理联

运、自研自发并重的业务模式，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创新的游戏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发展情况

转好，整体经营效益较上年有所提升。 

影视业务方面，公司主要从事影视剧的投资、拍摄、制作和发行，以影视精品内容创作和制作为立足

之本，在影视剧制作和发行领域树立了优秀的品牌形象。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新剧《真相》（原名《检

察官和她的希纳斯》）的拍摄工作，为该剧后续的制作和发行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兼营商品贸易业务，由于其业务流水较大而毛利率较低的特点，该项业务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注：鉴于钛矿业务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业务方向，为便于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及发展

前景，以下对公司钛矿业务相关情况作进一步介绍。）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钛是一种稀缺资源，金属钛呈银白色，具有熔点高、比重轻、机械强度高、耐低温、耐磨蚀、顺磁性、

不易氧化、还原性强、生物相容性好等特点；钛的氧化物（钛白），具有无毒、良好的物理化学稳定性、

折射指数高，以及具有很强的白度、着色力、遮盖力、耐温性、抗粉化等特征，被称为“白色颜料之王”，

还有着“工业味精”之称；钛还在航空、航天、舰船、军工、冶金、化工、机械、电力、海水淡化、交通

运输、轻工、环境保护、医疗器械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钛及其氧化物、合金产品是重要的涂料、

新型结构材料、防腐材料，被誉为继铁、铝之后的“第三金属”、“现代金属”、“海洋金属”、“太空金属”

和“战略金属”，已被列入国家战略储备资源。钛及钛合金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国防的发展具有战

略意义，钛工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全球钛矿资源类型主要有钛铁矿和金红石两种，钛铁矿居多、金红石偏少，当前工业可以利用的主要

是钛铁矿，钛铁矿又主要分为钛铁砂矿和钛磁铁矿岩矿。公司所控制的钛矿资源主要为钛铁砂矿，所生产

的主要产品为钛精矿。 

相较国内资源量最大的钛磁铁矿岩矿，钛铁砂矿具有矿产品位高、回收率高、杂质少、易采选、生产

环保、生产成本较低等特点，是生产钛白粉（尤其是氯化法钛白粉）、钛金属等钛产品的优质原料。据Kenmare 

Resources统计，全球范围内，约90%的钛矿原料用于生产钛白粉（钛白粉主要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

油墨、日化等行业），其余用于生产钛金属等，其中只有品质较优的钛矿原料才可用于生产氯化法钛白粉、

高端海绵钛、高端钛材等中高端领域。因此，钛产业具有资源导向型特征，钛矿资源是钛产业链发展的重

要资源基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钛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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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发展现状及周期性特点 

全球钛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南非、肯尼亚、莫桑比克、美国、加拿大、乌克兰、

越南等国家。海外钛矿资源大部分被英国的Rio Tinto集团、澳大利亚的Iluka公司、南非的Iscor和澳大利亚

的Ticor的合资公司Exxaro公司以及爱尔兰的Kenmare公司等四大集团控制，在全球形成寡头垄断市场。 

我国是世界钛资源大国，主要钛矿资源产地分布在四川、河北、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其中

以四川储量最大。从钛矿细分类型分布来看，钛铁砂矿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海南等地（陆地砂矿主要

集中在云南、广西，滨海砂矿主要集中在海南、广西），钛磁铁矿岩矿主要分布在四川（攀枝花）、河北（承

德）等地，金红石主要分布在河南、湖北、山西等地。 

由于海南、广西的滨海砂矿资源几乎开采殆尽，所以目前云南是我国钛砂矿的主要产地，云南钛砂矿

属于风化型砂土矿，直接水采水运，无需破碎和磨矿，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主产品是钛，副产品是

铁，在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药剂，极为环保，相比钛磁铁矿岩矿的利用率平均高25%，但云南钛砂矿前

期缺少统一规划，整体开发程度较低；四川攀枝花、河北承德等地的钛磁铁矿岩矿结晶紧密，需要爆破磨

矿，并需要药剂浮选，不利于环保，主产品是铁，副产品才是钛，开采成本和产品质量均不如云南钛砂矿

优势明显；而我国金红石储量较低，产量非常少。 

基于上述钛矿资源分布特征，我国虽然钛资源储量大，但贫矿多、富矿少，长期呈现出“低端钛矿供

大于求，高端钛矿依赖进口”的特征，且整体采选工艺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极大制约了我国钛产业

发展水平（如因优质钛原料供给不足，我国钛白粉生产工艺以硫酸法为主、氯化法为辅，而国外氯化法工

艺已占比九成以上；又如因优质钛原料供给不足以及整体技术水平限制，我国工业用钛方面以化工、电力、

冶金等传统领域为主，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医疗等新兴领域应用较少）。 

钛矿属于大宗商品，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主要受宏观经济周期、下游行业经济周期的影响。由于

钛矿的主要下游产品钛白粉应用广泛，长期需求稳步增长，加上疫情过后我国汽车、机电、地产等行业稳

步改善，钛白粉产能的持续扩张带动了钛矿需求的显著提升，而全球钛矿资源趋于紧张，加上欧美国家持

续的宽松货币政策，2020年以来，钛矿行业已进入较大级别的上行周期。据涂多多的数据统计，国产钛精

矿（TiO2>47%）出厂不含税价格自2020年初的1300元/吨上涨至2021年4月的2400元/吨，上涨幅度超过80%。 

 

（四）产品工艺流程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钛科技旗下的云南钛铁砂矿均为露天开采，采选工艺相对简单，且为物理选矿，几

乎无环境污染，有利于资源的综合利用。中钛科技的钛矿生产工艺分为采矿、选矿、尾矿处理三个阶段，

各阶段的工艺流程如下： 

1、采矿阶段 

表层清理（挖掘机和推土机）——矿体开挖就地堆放——高压水枪造浆——自流或沙浆泵输送至矿浆

池（生产用水经过尾砂库沉淀后可循环使用）。 

2、选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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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浆输送到螺旋溜槽顶部分矿斗——通过给矿槽进入螺旋溜槽（多级重选）——粗精矿——精选（电

磁摇床）——精矿。 

3、尾矿处理阶段 

尾矿浆——干排系统脱水——矿渣干式堆存或回填。 

中钛科技钛矿生产整体工艺流程图如下： 

 
（注：中钛科技已取得钛铁矿采选、尾矿处理、土壤治理修复等技术工艺的发明专利证书） 

 

（五）经营模式 

公司钛矿业务的经营模式主要围绕钛矿采选和销售展开，通过采购采选设备、电力、水力及其他耗材对

自有矿山矿产进行采选形成钛精矿等主要产品后，向钛产业中下游企业（主要为钛白粉企业、高钛渣企业、

供应链管理公司或贸易商等）进行销售。 

 

（六）业绩驱动因素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钛矿业务的经营业绩主要取决于以下驱动因素： 

1、钛矿储量及钛矿产能 

钛矿资源储量是公司开展钛矿业务的资源基础，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后续钛矿产能的多寡，而钛矿

产能限定了钛矿产量，钛矿产量则直接决定了公司钛矿业务收入的多寡及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钛矿产品

的销售单价。因此，钛矿储量及产能是公司市场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 

2、钛矿资源类型及品质 

公司所控制的钛矿资源类型决定了其经济利用价值及生产成本（如钛铁砂矿的生产成本通常要低于钛

磁铁矿岩矿），而钛矿资源品位的高低、杂质含量的多少，则决定了其应用层级（高中低端领域），也决定

了公司销售渠道是否顺畅、客户采购意愿是否强烈，是公司开展钛矿采选、销售业务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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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钛矿的市场供需情况及价格波动情况 

钛矿市场的供需情况决定了其市场价格波动情况，而价格波动情况则在销售端决定了钛矿生产企业毛

利率的高低（如2020年以来，钛精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大幅提升了钛精矿的单位毛利率），是决定公司

钛矿业务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 

4、钛矿工艺技术水平及生态保护水平 

鉴于公司的钛矿资源为风化型钛砂矿，水采水运，开采环节相对简单，而矿产的回收率、综合利用率

等除钛矿自身品质外，主要取决于选矿工艺技术（重选、磁选、去除杂质等），而尾矿处理及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恢复情况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持续开发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 

目前，公司主要通过控股子公司中钛科技开展钛矿业务，经过多年的整合深耕，中钛科技所控制的云

南钛砂矿资源储量在业内处于领先位置。根据中钛科技整体规划，至2021年末，预计将可形成钛精矿年产

能超过50万吨，未来产能还将持续提升，其钛精矿产能将处于国内领先位置。同时，中钛科技已获得钛矿

采选、尾矿干式排放及回填复垦、物理脱除钛精矿中的有害杂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等一系统自主研发

的专利技术，不但可提升资源回收率及钛精矿品质，还获得了地方政府授权的矿山修复环境治理主体资格，

有利于中钛科技钛矿业务的持续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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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44,625,128.24 1,063,520,539.53 -58.19% 751,752,15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45,116.60 -839,156,390.79 104.00% -1,276,900,78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55,942.31 -867,666,876.62 103.01% -1,282,387,241.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919,705.90 11,444,184.11 1,306.13% -112,400,10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0 -0.98 103.98% -1.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0 -0.98 103.98% -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 -48.35% 50.89% -45.3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67,190,128.42 1,395,759,952.90 62.43% 2,463,870,58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8,182,253.27 1,303,375,655.47 1.14% 2,164,085,3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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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72,324.29 68,505,305.89 67,924,237.82 105,823,2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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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75,312.82 3,420,540.38 721,375.71 6,127,88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09,547.21 3,115,905.41 -3,383,685.18 3,614,17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506,536.42 74,617,311.57 -27,600,699.05 -8,603,4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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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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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鼎龙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13.79% 118,290,557 0 质押 118,290,557 

郭祥彬 境内自然人 11.49% 98,563,119 0 
冻结 98,563,119 

质押 98,559,396 

珠海星展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 34,932,195 0   

龙学勤 境内自然人 3.86% 33,099,900 24,824,925   

付强 境内自然人 3.31% 28,401,462 0 质押 28,399,995 

广州丽鑫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7% 22,880,480 0 质押 17,000,000 

湖州中植泽

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5,613,582 0 质押 15,613,582 

湖州融诚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5,612,412 0 质押 15,612,412 

湖州泽通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2% 15,612,412 0 质押 15,612,412 

天和思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天和

18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12,578,2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龙学勤为一致行动人，郭祥彬通过表决权

委托方式将其持有的 98,563,119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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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权等权利委托给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行使；珠海星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州中

植泽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泽

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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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为提升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通过增资的方式控股了中钛科技，从

而在原有游戏及影视业务的基础上，新增拓展了钛矿业务，并明确将钛产业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业务

方向。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了钛矿生产线建设、钛矿资源整合等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加上公司稳步开展

游戏及影视业务，并加强了成本费用管控，不断提高经营效率，从而实现了公司业绩扭亏为盈。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462.51万元，同比下降58.19%，主要是公司本期影视业务收入减少及

贸易业务发生额减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54.51万元，较上年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如下： 

1、钛矿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中钛科技增资5.4亿元并取得其51%股权，中钛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并

为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中钛科技经营团队迎难而上、积极进取，及时调整各矿山经

营计划、持续整合钛矿资源，推进了以下重点工作，为公司钛矿业务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钛矿资源整合 

截至中钛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之时（2020年3月），中钛科技旗下拥有五新华立清水塘钛矿（采矿权）、

弥勒中泰攀枝邑钛矿（探矿权）、云南万友小马街钛矿（探矿权）三座矿山；为不断提升钛矿资源储量及

未来钛矿业务整体规模，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后，中钛科技又陆续整合了寻甸金林钛矿（采矿权）、建水铭

泰盘江钛矿（采矿权）两座矿山。截至目前，中钛科技已控制五座云南钛铁砂矿矿山，所控制的钛铁砂矿

资源储量（备案储量）已超过1,000万吨，各矿山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矿山名称 矿业权类型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钛铁砂矿矿物储量

（万吨） 

钛精矿一期计划产

能（万吨/年） 

1 五新华立清水塘钛矿 

采矿权 

2.4437 116.53 20 

2 寻甸金林钛矿 0.5041 83.45 7.2 

3 建水铭泰盘江钛矿 1.6552 457.74 9 

4 弥勒中泰攀枝邑钛矿 探矿权（已过期，待

办理延续后申请探

矿权转采矿权） 

2.68 222.30 12 

5 云南万友小马街钛矿 12.17 267.56 25 

合计 19.453 1,147.58 73.2 

（2）钛矿生产线建设及资质许可文件办理 

报告期内，寻甸金林钛矿、建水铭泰盘江钛矿完成了采矿权延续手续，并于2020年第四季度启动生产

线建设、技术改造等工作；五新华立清水塘钛矿持续办理开工前必要的许可文件；此外，公司密切关注生

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公示情况，积极筹备弥勒中泰攀枝邑钛矿、云南万友小马街钛矿的探矿权延续及探矿权

转采矿权手续。上述生产线建设及技术改造工作确保了公司矿山项目未来的投产运营，相关资质文件许可

办理确保了公司合法合规开展矿山开发建设工作，均为公司钛矿业务未来持续开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游戏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立足精品游戏研发和运营，以自研自发、代理联运并重的业务模式，不断提

升引入产品的能力和买量投放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发展情况转好，前期游戏业务推广投入的效

益逐步显现，游戏业务整体毛利率有所回升。 

（1）代理运营游戏情况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第一波新增上线独代产品《风凌天下》、《校花的贴身高手-天阶岛》、《九州仙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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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游戏，2019年度已上线的《少年名将》、《奶牛镇的小时光》等游戏保持在线运营，持续贡献游戏流水。

同时，第一波通过买量方式，运营了《放置三国》、《我在江湖》等游戏。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风云互动在原有的重度内购小游戏发行以及超休闲矩阵发行业务基础上，新增

了移动端IAA（In-App Advertisement）产品发行的业务线。2020年线上运营的《热血修仙H5》、《少年封神

（梦幻修仙）》、《超凡三国》、《成仙OL》、《御剑决》、《莽荒纪3DH5》、《剑决天下》等产品为公司创造稳定

的流水收入。超休闲矩阵方面，2020年矩阵日活均值100万左右，峰值在400万左右，大量的活跃游戏用户，

通过广告变现的方式，持续为公司创造收入。 

    （2）自研游戏情况 

报告期内，风云互动主要专注于IAA变现的休闲游戏产品的研发，风云互动的IAA产品主要包括三个方

向：超休闲游戏，指在小游戏平台发行的产品，游戏开发周期短，游戏体量小，主要面向碎片化的超休闲

玩家，玩家人群是传统游戏人群外扩的新人群；精品游戏，代表作为《家长模拟器》，在全平台（包括小

游戏和移动端）进行发行，获得微信“创意小游戏”认定并入选OPPO“萤火虫计划”，累积注册用户过8000

万，获得了市场和玩家的一致好评；网赚游戏，是风云互动在2020年的新尝试，推出了《王者泡泡龙》、《黄

金矿工》等多款网赚游戏，在手机QQ平台发行，均有过千万的注册用户，为公司持续贡献流水。 

（3）IP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第一波授权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改编、拍摄制作《雪鹰领主》网络大电影，

授权上海呵呵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改编、创作《雪鹰领主》漫画。 

 

3、影视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拍的影视剧情况如下： 

序号 剧名 题材 开机时间 摄制进度 主要演职人员 

1 
《真相》（原名：《检察

官和她的希纳斯》） 
检察题材 2020年11月 

拍摄中 

（截至报告期末） 

导演：李依璠； 

主要演员：盖玥希、

陈星旭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真相》一剧的改编摄制权，并完成了改编及剧本创作、项目摄制团队组建等工

作，但由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该剧开机前的筹备周期较长，于2020年11月开机拍摄。除上述剧集外，报

告期内，公司暂无其他在拍电视剧。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对应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前期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转回也

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了一定正向影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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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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研发和运营 280,320,160.67 27,379,063.19 37.21% 0.91% 111.74% 37.37% 

工业金属  140,955,991.57 -2,598,756.09 1.46% -79.74% -95.86% 1.01% 

钛铁精矿 15,375,914.04 11,713,958.17 63.90% 100.00% 100.00% 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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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公司本期影视业务收入减少及贸易业

务发生额减少所致。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主要为商誉减值等资产减值所致）实现扭亏为盈，

主要是游戏业务发展情况转好，钛矿业务初步发展、有效控制成本费用且报告期无大额资产减值等因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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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

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

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将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款项”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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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款项 8,959,769.85        

合同负债     7,928,999.87  

其他流动负债     1,030,7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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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包括青岛梦幻星生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梦幻星辰传媒有限公司、霍

城灵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霍城第几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中钛科技有限公司、弥勒市中泰科技有限

公司、云南万友矿业有限公司、弥勒市中盛科技有限公司、昆明五新华立矿业有限公司、昆明滇钛投资有

限公司、寻甸金林钛矿有限公司，弥勒岑普科技有限公司、寻甸思博科技有限公司，涉及13家公司，上年

纳入合并的上海民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年注销、湛江市鼎龙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年出售故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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