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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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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 股票代码 0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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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萍 刘湘胜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六楼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六楼 

电话 0730-8961198 0730-8961178、0730-8961179 

电子信箱 lpnellie@163.com trkg002113@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分为三大块：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和推广、从事运营商计费业务和广告精准投放业务和物业租赁。 

1、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和推广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拇指游玩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与

推广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所运营产品已经涉足包括中国大陆外的数个国家及地区，积累了有较强的流量整合能力和渠道

资源，具备较强的移动游戏的推广运营能力，在游戏商业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拇指游玩运营的游戏产品类型涵盖了战争

策略类、角色扮演类、竞技类等多种类型，并凭借独特的运营推广策略，建立起了良好的游戏生态，吸引了众多忠实玩家。

报告期内，拇指游玩为适应市场的发展，设立研发部门，力争在未来为公司提供优质的自研产品。拇指游玩现在运营的游戏

主要通过独家代理和联合运营的方式取得，运营团队会根据所接入游戏的特点，制定具体的运营方案，并通过在网络广告平

台精准投放、整合流量或与其他运营平台联运等方式对游戏进行推广。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见顶，新的市场环境对游戏代理

运营商流量资源的整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拇指游玩从设立之初就布局网络广告平台精准投放和流量整合，经过多年的发展，

沉淀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推广体系，能够对有效流量进行精准定位，为游戏导入优质的流量，提高投入产出比。 

报告期内，拇指游玩新上线的游戏有远征（繁中）、龙武（繁中）、龙武（韩语）和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主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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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使命荣耀、仙剑奇侠传、龙武（繁中）和正统三国等几款游戏，以上五款游戏产品营业收

入合计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62.64%。其中，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于2020年8月底正式投放的产品，拇指游玩

全年投放产生的运营流水28,066.63万元，总新增用户1,817,645人，营业收入12,724.86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

入的29.72%；使命荣耀是公司2018年下半年上线SLG产品，目前仍处于投放期，2020年充值流水6,000余万元，累计总充值流

水已超15,000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5,546.04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12.95%；仙剑奇侠传此款游戏是2019

年9月份正式上线的正版IP授权的产品，从测试期至今全渠道总充值流水2.6亿元，2020年全年全渠道总充值流水1.34亿元，

营业收入3,766.14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8.8%；龙武（繁中）和正统三国两款游戏2020年度营业收入均在2,000

多万元以上。2020年下半年上线的两款海外产品：远征（繁中）和龙武（韩语）运营流水分别为3,188.32万元和4,114.04

万元。 

2020年全年，老产品持续贡献收入，几款新上线的产品也已经进入稳定营收阶段，储备了多款产品也陆续进入测试阶段。

拇指游玩在SLG及挂机类游戏品类领域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手机游戏运营商。目前，使命荣耀、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均

处于主推广期，为公司主打的品类，已经成为公司提供主要营收来源的产品。 

近几年，公司布局海外市场，2020年全年海外上线的网游产品达到十数款，部分已上线运营的游戏已经可以提供稳定营

收。龙武、远征等游戏海外版已于2020年在几个国家与地区正式上线，龙武（繁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流水已超1.1亿

元。未来，公司将继续考察全球各个区域，并完善海外产品库，寻找有海外运营优势的发行商合作，筹备进一步开拓全球市

场，未来海外市场将成为公司营收及盈利的主要支撑点。国内市场方面，目前运营中的产品已经能持续提供稳定营收。未来

公司将继续在SLG及挂机类游戏品类领域深耕，加大力度储备产品、提高公司在研产品的质量、持续优化推广计划及用户质

量的把控等，为公司以后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支持。 

    2、运营商计费业务和广告精准投放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虹软协创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向移动互联网产

品提供计费和精准营销推广能力，以提高移动互联网产品综合变现能力的服务商。主营业务包括“优易付”计费服务和互联

网广告精准投放服务。公司2020年的主要收入来源仍为“优易付”计费服务和互联网广告精准投放服务。在精准投放服务上，

2020年虹软协创新筹建了信息流投放团队和短视频制作业务线，目前均已投产运营。新业务使得互联网投放的业务链条日臻

完善，逐步形成闭环优势。其中，“优易付”计费服务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移动视频、社交、音乐和阅读等。互联网广告

精准投放业务是指虹软协创依托于用户消费行为，结合广告主产品特点和推广需求，通过在特定的移动互联网网站、移动浏

览器、移动应用市场、APP客户端等移动数字媒体中为广告主精确地提供面向潜在用户的广告投放，以实现用户下载、安装、

使用或购买行为的营销服务。目前，精准营销业务覆盖行业包括金融、保险、教育、汽车、游戏等行业，并且在积极布局基

于电商行业的精准营销业务。 

2020年在计费业务上，虹软协创继续深度耕耘，在保持原有客户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网易云音乐等2019年新拓客户获

得稳定发展，会员计费项目逐步形成规模，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将进一步形成增长空间。在精准营销业务上，目前虹软协

创覆盖数字娱乐，银行金融、线上教育，保险，汽车等多个热点行业板块。2020年是虹软协创深入拓展的一年，在互金板块，

虹软协创先后与省呗，还呗、有钱花、拍拍贷等第一梯队客户达成推广合作，逐步形成稳定的推广规模。而在保险板块，虹

软协创与轻松保、水滴保，众安等行业客户建立推广合作，在合作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行业推广经验，为精准推广业务持续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0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虹软协创整体经营情况出现了一定下滑。在计费服务上，部分行业新客户的拓展规

划暂时停滞，预计在2021年度将重新步入正轨。在互联网精准投放业务上，虽然疫情初期使得教育、汽车等部分行业客户推

广需求降低，但随着疫情的有效遏制，业务规模正逐步恢复。信息流投放，短视频制作等业务能力的引入，夯实了互联网广

告精准投放的业务基础，运营链条日臻完善，广告服务能力也更加全面。在新行业的开拓上，虹软在数字娱乐，银行金融、

线上教育等已有热点行业板块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险，汽车等行业板块，为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虹软协创未来依然会以“计费业务+推广业务”为基础，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业务导向，持续发掘并满足客户在计费、推

广业务上的多元化需求，从而形成稳固、双赢的合作态势。同时虹软协创将继续保持开放、共赢的经营理念，积极吸收优质

资源，不断巩固业务能力，确保未来收入的持续增长。 

3、物业租赁业务：2010年11月5日，公司与第二大股东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华创公司）签署了《权

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恒润华创公司将与广州美莱美容医院所签署的二份《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所享受的广州金晟

大厦合同权益转让给本公司，合同有效期自2010年11月1日起至2028年4月20日止；广州美莱美容医院每月租金为139万元，

租金从第3年开始递增，每3年租金单价以上年度租金单价为基数递增6%。恒润华创公司保证本公司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每

月应得租金及时、足额到位，如若没有达到合同条款中的租金要求，由恒润华创公司向本公司用现金进行补足。上述合同权

益经评估确认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15亿元，本报告期确认租赁收入858.30万元，已履行了10年多合同，合同执行情况良好。

2018年4月26日，本公司与头牌商贸签署《权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头牌商贸将与名盛置业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

同》中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承担的全部义务转让给本公司，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01日起至2036年7月31日止。经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出具的编号为中瑞评报字[2019]第000303号

的资产评估报告估值，上述合同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55亿元。交易双方同意转让款为人民币23,800万元。支付方式为：

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2.28亿元，剩余1,000万元转让款以购买方应收取的租金抵扣，抵扣完毕后，本公司从2019年6月10日

起直接向租户收取租金。双方权益转让的交割日为2018年10月31日，自交割日之后，甲方不对租户享有权利，并通知租户自

2019年6月10日起，租户租金直接交给本公司，本公司与租户签订租赁合同。头牌商贸保证：对于本公司未能按1,368,558.31

元/月的标准足额收取租金的差额部分由头牌商贸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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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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631,363,883.66 595,595,888.09 6.01% 525,094,06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063,116.16 -2,148,850,627.20 112.94% -377,655,12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774,205.85 -810,741,440.42 69.81% -383,427,29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10,435.53 94,656,841.97 -77.38% 48,554,73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25 -1.4020 113.02% -0.24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25 -1.4020 113.02% -0.2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82% -176.13% 276.95% -14.1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791,011,042.34 1,948,111,450.11 -8.06% 2,802,656,17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1,045,809.63 145,618,571.19 161.67% 2,294,469,1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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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99,554.15 139,859,471.30 197,486,541.35 151,018,31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699,532.72 4,678,537.30 375,689,059.54 -131,004,01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270,962.22 3,540,329.72 16,440,118.28 -293,025,61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680,717.71 -6,836,194.81 31,881,583.20 44,045,7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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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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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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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润互

兴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13% 

289,037,4

54 
289,037,454 

质押 289,028,852 

冻结 289,037,454 

广东恒润华

创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43% 

172,719,9

99 
0 

质押 172,717,793 

冻结 172,719,999 

无锡天乐润

点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43% 

127,332,2

03 
127,332,203 

质押 94,860,000 

冻结 127,332,203 

新余市君创

铭石投资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 

46,023,68

5 
46,023,685   

新余市咸城

信阳投资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 

46,023,68

5 
46,023,685 质押 46,019,000 

岳阳市财政

局 
国有法人 1.87% 

28,214,32

2 
0   

天津大拇指

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5% 

27,992,61

9 
27,992,619   

舟山虹软协

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9% 

22,489,25

0 
22,489,250   

赖淦锋 
境内自然

人 
1.00% 

15,036,58

1 
0 

质押 15,036,500 

冻结 15,036,581 

鼎龙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2% 

12,424,33

4 
10,649,4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2 和 9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相

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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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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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坚持做好主营业务，秉承在服务好现有客户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客户，充分发挥公司全球服务能力，坚持境

内外协同发展，以期实现业务增长。公司坚持自主创新，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投入，通过不断增强研发实力，以推进产品功

能改善和产品迭代进程，不断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分为三大块：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和推广、从事运营商计费业务和广告精准投放业务和物业租赁。 

1、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和推广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拇指游玩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与

推广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所运营产品已经涉足包括中国大陆外的数个国家及地区，积累了有较强的流量整合能力和渠道

资源，具备较强的移动游戏的推广运营能力，在游戏商业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拇指游玩运营的游戏产品类型涵盖了战争

策略类、角色扮演类、竞技类等多种类型，并凭借独特的运营推广策略，建立起了良好的游戏生态，吸引了众多忠实玩家。

报告期内，拇指游玩为适应市场的发展，设立研发部门，力争在未来为公司提供优质的自研产品。拇指游玩现在运营的游戏

主要通过独家代理和联合运营的方式取得，运营团队会根据所接入游戏的特点，制定具体的运营方案，并通过在网络广告平

台精准投放、整合流量或与其他运营平台联运等方式对游戏进行推广。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见顶，新的市场环境对游戏代理

运营商流量资源的整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拇指游玩从设立之初就布局网络广告平台精准投放和流量整合，经过多年的发展，

沉淀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推广体系，能够对有效流量进行精准定位，为游戏导入优质的流量，提高投入产出比。 

报告期内，拇指游玩新上线的游戏有远征（繁中）、龙武（繁中）、龙武（韩语）和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主要收入

来源于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使命荣耀、仙剑奇侠传、龙武（繁中）和正统三国等几款游戏，以上五款游戏产品营业收

入合计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62.64%。其中，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于2020年8月底正式投放的产品，拇指游玩

全年投放产生的运营流水28,066.63万元，总新增用户1,817,645人，营业收入12,724.86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

入的29.72%；使命荣耀是公司2018年下半年上线SLG产品，目前仍处于投放期，2020年充值流水6,000余万元，累计总充值流

水已超15,000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5,546.04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12.95%；仙剑奇侠传此款游戏是2019

年9月份正式上线的正版IP授权的产品，从测试期至今全渠道总充值流水2.6亿元，2020年全年全渠道总充值流水1.34亿元，

营业收入3,766.14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8.8%；龙武（繁中）和正统三国两款游戏2020年度营业收入均在2,000

多万元以上。2020年下半年上线的两款海外产品：远征（繁中）和龙武（韩语）运营流水分别为3,188.32万元和4,114.04

万元。 

2020年全年，老产品持续贡献收入，几款新上线的产品也已经进入稳定营收阶段，储备了多款产品也陆续进入测试阶段。

拇指游玩在SLG及挂机类游戏品类领域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手机游戏运营商。目前，使命荣耀、新射雕群侠传之铁血丹心均

处于主推广期，为公司主打的品类，已经成为公司提供主要营收来源的产品。 

近几年，公司布局海外市场，2020年全年海外上线的网游产品达到十数款，部分已上线运营的游戏已经可以提供稳定营

收。龙武、远征等游戏海外版已于2020年在几个国家与地区正式上线，龙武（繁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流水已超1.1亿

元。未来，公司将继续考察全球各个区域，并完善海外产品库，寻找有海外运营优势的发行商合作，筹备进一步开拓全球市

场，未来海外市场将成为公司营收及盈利的主要支撑点。国内市场方面，目前运营中的产品已经能持续提供稳定营收。未来

公司将继续在SLG及挂机类游戏品类领域深耕，加大力度储备产品、提高公司在研产品的质量、持续优化推广计划及用户质

量的把控等，为公司以后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支持。 

    2、运营商计费业务和广告精准投放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虹软协创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向移动互联网产

品提供计费和精准营销推广能力，以提高移动互联网产品综合变现能力的服务商。主营业务包括“优易付”计费服务和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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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广告精准投放服务。公司2020年的主要收入来源仍为“优易付”计费服务和互联网广告精准投放服务。在精准投放服务上，

2020年虹软协创新筹建了信息流投放团队和短视频制作业务线，目前均已投产运营。新业务使得互联网投放的业务链条日臻

完善，逐步形成闭环优势。其中，“优易付”计费服务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移动视频、社交、音乐和阅读等。互联网广告

精准投放业务是指虹软协创依托于用户消费行为，结合广告主产品特点和推广需求，通过在特定的移动互联网网站、移动浏

览器、移动应用市场、APP客户端等移动数字媒体中为广告主精确地提供面向潜在用户的广告投放，以实现用户下载、安装、

使用或购买行为的营销服务。目前，精准营销业务覆盖行业包括金融、保险、教育、汽车、游戏等行业，并且在积极布局基

于电商行业的精准营销业务。 

2020年在计费业务上，虹软协创继续深度耕耘，在保持原有客户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网易云音乐等2019年新拓客户获

得稳定发展，会员计费项目逐步形成规模，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将进一步形成增长空间。在精准营销业务上，目前虹软协

创覆盖数字娱乐，银行金融、线上教育，保险，汽车等多个热点行业板块。2020年是虹软协创深入拓展的一年，在互金板块，

虹软协创先后与省呗，还呗、有钱花、拍拍贷等第一梯队客户达成推广合作，逐步形成稳定的推广规模。而在保险板块，虹

软协创与轻松保、水滴保，众安等行业客户建立推广合作，在合作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行业推广经验，为精准推广业务持续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0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虹软协创整体经营情况出现了一定下滑。在计费服务上，部分行业新客户的拓展规

划暂时停滞，预计在2021年度将重新步入正轨。在互联网精准投放业务上，虽然疫情初期使得教育、汽车等部分行业客户推

广需求降低，但随着疫情的有效遏制，业务规模正逐步恢复。信息流投放，短视频制作等业务能力的引入，夯实了互联网广

告精准投放的业务基础，运营链条日臻完善，广告服务能力也更加全面。在新行业的开拓上，虹软在数字娱乐，银行金融、

线上教育等已有热点行业板块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险，汽车等行业板块，为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虹软协创未来依然会以“计费业务+推广业务”为基础，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业务导向，持续发掘并满足客户在计费、推

广业务上的多元化需求，从而形成稳固、双赢的合作态势。同时虹软协创将继续保持开放、共赢的经营理念，积极吸收优质

资源，不断巩固业务能力，确保未来收入的持续增长。 

3、物业租赁业务：2010年11月5日，公司与第二大股东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华创公司）签署

了《权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恒润华创公司将与广州美莱美容医院所签署的二份《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所享受的广

州金晟大厦合同权益转让给本公司，合同有效期自2010年11月1日起至2028年4月20日止；广州美莱美容医院每月租金为139

万元，租金从第3年开始递增，每3年租金单价以上年度租金单价为基数递增6%。恒润华创公司保证本公司在合同条款中约

定的每月应得租金及时、足额到位，如若没有达到合同条款中的租金要求，由恒润华创公司向本公司用现金进行补足。上述

合同权益经评估确认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15亿元，本报告期确认租赁收入858.30万元，已履行了10年多合同，合同执行情

况良好。2018年4月26日，本公司与头牌商贸签署《权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头牌商贸将与名盛置业签订的《广州市房地

产租赁合同》中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承担的全部义务转让给本公司，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01日起至2036年7月31日止。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出具的编号为中瑞评报字[2019]第

000303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估值，上述合同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55亿元。交易双方同意转让款为人民币23,800万元。支

付方式为：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2.28亿元，剩余1,000万元转让款以购买方应收取的租金抵扣，抵扣完毕后，本公司从2019

年6月10日起直接向租户收取租金。双方权益转让的交割日为2018年10月31日，自交割日之后，甲方不对租户享有权利，并

通知租户自2019年6月10日起，租户租金直接交给本公司，本公司与租户签订租赁合同。头牌商贸保证：对于本公司未能按

1,368,558.31元/月的标准足额收取租金的差额部分由头牌商贸补足。截止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未能和租户直接签订租赁

合同，也未收到租金。根据名盛置业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已向租户收取了2020年度租金424.79万元，并已支付给头牌商贸，

但头牌商贸尚未转交给本公司，也未履行租赁费保底的承诺。本公司多次向头牌商贸催收欠缴租金，因2020年受疫情影响，

头牌商贸收租情况较差，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本公司与头牌商贸签订了《租金减免协议》，减免其2020年1月1日~6月30

日六个月的租金。同时头牌商贸向本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2021年上半年前陆续将欠本公司的租金全部归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31,363,883.66元，同比增加6.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063,116.16元，

同比上升112.94%；总资产1,791,011,042.34元，同比减少8.06%。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的主

要原因系：1、部分债权人本期免除本公司担保责任，增加营业外收入3.96亿元；2、本期转回恒润华创欠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13,488.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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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游戏的代

理运营和推广 
428,187,657.23 115,273,265.48 26.92% 7.02% -26.01%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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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易付计费及

互联网广告精

准投放 

194,593,215.03 46,816,654.87 24.06% 14.20% -38.62%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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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1,363,883.66，同比增加6.01%，营业成本463,976,666.21元，同比增加31.8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063,116.16元，同比上升112.94%；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系虹软协创推

广业务本期低毛利客户增加较多，导致成本增长所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系：1、

部分债权人本期免除本公司担保责任，增加营业外收入3.96亿元；2、本期转回恒润华创欠款计提的坏账准备13,488.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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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

数调整当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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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

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未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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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设子公司： 

     1、子公司拇指游玩独家认缴出资设立霍尔果斯拇指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办妥设立登记手

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54004MA791CAR0J，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2、拇指游玩独家认缴出资设立霍尔果斯拇指互娱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654004MA791C9A5W，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3、子公司虹软协创独家认缴出资设立霍尔果斯智融协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办妥设立登记手

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54004MA7903XN4Y，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4、虹软协创独家认缴出资设立广州鹏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40101MA9W307Q60，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5、虹软协创与张建秋共同出资成立天津柒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20116MA070FHB2H，注册资本

200万元，其中虹软协创出资120万元，张建秋出资80万元。已于2020年4月22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 

6、本公司与广州天马精品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广州尚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9W2R8X8X，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60万元，广州天马精品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资40万元。已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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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8日办妥设立登记手续。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峰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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