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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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
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公司收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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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动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阚东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2 号厦门第一广场
1701 室

传真

0592-2033630

电话

0592-2033178

电子信箱

alex_kan@qq.com

000835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控股型企业，致力于通过多元化、多渠道的发展，实现公司以IP为导向的动漫形象和动漫游戏作品的收益最大化。
力争通过文化产业与互联网数据服务产业协同发展和创新融合，实现公司绿色、持续、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为股东和社会
创造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主营业务为动漫游戏及其相关业务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数字营销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重要的子、孙公司分别是：1、北京新娱兄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杭州宣诚科技有限公司；3、诸暨
美人鱼动漫有限公司；4、湖南宏梦卡通传播有限公司；5、杭州东方国龙影视动画有限公司；6、上海天芮经贸有限公司；7、
滁州长城国际动漫旅游创意园有限公司；8、厦门启趣动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各公司的经营业务如下：
1、北京新娱兄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网页游戏以及移动客户端游戏的研发、运营。因受宏观环境、资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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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失等因素影响，目前业务连年处于停滞状态。
2、杭州宣诚科技有限公司，着手通过H5技术，打造三端互通的娱乐产品。尝曾自主开发完成《王者捕鱼》《临海三打
一》两款游戏，其中《临海三打一》进行了跨平台开发，包含了IOS、Android系统和PC客户端。因受资金短缺、人员流失
等因素影响，目前业务亦处于停滞状态。
3、诸暨美人鱼动漫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原创动漫设计、动画制作与发行，开发运营的项目包括《天狼星》系列、《美
人鱼》系列等，涵盖科幻、传统、古典等多种题材的系列作品。于本报告期内，未贡献营业收入。
4、湖南宏梦卡通传播有限公司是提供动漫领域“内容创意—节目制作—产业开发”全套解决方案的文化创意企业，以原
创和动漫精品节目制作为先导，一度成为中国原创动画节目产量最高、获奖最多、播出规模最大的动画企业。于本报告期内，
未实现营业收入。于本报告期内，未贡献营业收入。
5、杭州东方国龙影视动画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动漫影视制作与发行、动漫形象授权、动漫衍生品开发与运营等业务。
已成功制作并推出了《金丝猴神游属相王国》、《球嘎子》、《兔儿爷008》、《红豆伢》和长篇动画《杰米熊之神奇魔术》、
《杰米熊之魔幻马戏团》、《杰米熊之甜心集结号》、《杰米熊之魔瓶大冒险》等多部优秀动画片。于本报告期内，未贡献
营业收入。
6、上海天芮经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动漫玩具的经营和销售业务，本报告期内业务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于2022年1
月被人民法院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
7、滁州长城国际动漫旅游创意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创意园”），定位于动漫游乐园、动漫体验园、教育培训基
地，作为实体的动漫游戏基地，创意园建设有一街（中华千年大道）、二城（动漫城、网游城）、三园（世界文化遗产博览
园、龙盘寺佛文化博览园、文创旅游产业园）六大主功能区，其中主打的动漫城、网游城将虚拟的动漫形象和游戏人物实体
化，打造线上娱乐+线下体验的生态链条，多方位的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创意文化旅游需求。公司一期中华千年大道
项目包括唐代建筑、明清建筑、民国建筑等。二期中华千年大道项目包括民国建筑、近现代革命题材建筑、少数民族建筑、
标志性建筑等，已逐步落成，初具规模。三期工程中小白楼首批12栋主体建筑全部建设完工，其余项目尚处于规划中。报告
期内，滁州创意园经营经营基本停滞，存在委托经营纠纷、地方政府与清风公司合同纠纷等诉讼事项；被行政主管部门通知
一期、二期工程项目系违章建筑，要求停止该项目工程的使用；此外，地方政府向滁州创意园作出了《收回闲置土地决定书》
（滁自然资（闲置）收字[2021]2 号）。
8、厦门启趣动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内主要从事互联网数据营销服务等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00余万元。
鉴于相关业务于本会计年度尚未形成稳定业务模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2 号——营业收入扣
除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上述营业收入应作为营业收入的扣除项。
公司致力于通过构建各类型IP原始创意——动漫影视、游戏产品发布——优质动漫影视或游戏的衍生产品销售——线下
实地体验等整个娱乐产业链。
报告期内，因受宏观环境、资金短缺、人才流失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公司后续将根据
《未来五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的指引，努力重启并优化动漫、游戏及相关业务，持续发展互联网数据服务
及数字营销业务并尽快形成稳定业务模式，促使公司尽快恢复并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实现绿色、持续、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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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122,743,651.97

447,039,558.09

-72.54%

504,478,477.12

-1,033,821,951.36

-580,226,599.31

-78.18%

-377,014,313.08

2021 年
营业收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2,371,228.74

5,599,862.14

-57.66%

40,063,15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3,595,352.05

-203,212,286.23

-123.21%

-426,477,83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8,643,784.40

-74,533,280.38

-367.77%

-427,416,653.22

175,255.10

-3,502,655.06

105.00%

-9,148,41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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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9

-0.62

-124.19%

-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9

-0.62

-124.19%

-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81,551.64

210,749.77

210,613.52

1,368,3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12,959.36

-83,839,405.57

-46,241,876.60

-287,501,0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012,959.36

-26,190,685.09

-46,203,296.60

-228,690,985.35

539,048.89

-495,281.18

7,793.78

175,25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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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季度的关联方销售收入合并时未做抵销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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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7,319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0,56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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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大洲娱乐股份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4.12% 46,144,000

0

浙江清风原生 境内非国有
文化有限公司 法人

8.98% 29,350,402

21,390,374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3.98% 13,000,000

0

赵锐勇

0.76%

2,475,000

2,475,000

境内自然人

叶兴茂

境内自然人

0.70%

2,298,000

0

张惠丰

境内自然人

0.69%

2,264,300

0

栾忠世

境内自然人

0.62%

2,017,601

0

来旭光

境内自然人

0.54%

1,761,200

0

王明

境内自然人

0.51%

1,651,400

0

孙晓萌

境内自然人

0.48%

1,554,400

0

数量

质押

28,890,000

冻结

29,350,402

质押

2,475,000

冻结

2,475,000

1、大洲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2、浙江清风原生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化有限公司、赵锐勇两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赵锐勇先生系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实际
动的说明
控制人。3、除前述第 1、2 条所述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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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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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根据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城动漫”）《2021年度报告》和《2021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第9.3.11条
（一）、（二）、（三）项之终止上市条款，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并按照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后续程序。
2、报告期内，公司披露了重要子公司滁州创意园存相关重大诉讼、执行案件，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并被政府行政
部门通知收土地使用权、要求停业整顿等事项。滁州创意园作为第三人参与清风公司与原告滁州市人民政府的合同纠纷诉讼
事项，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滁州长城影视动漫旅游创意园项目补充协议书》；公司及滁
州创意园与金寨鑫宝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经营纠纷事项，一审法院判决协议合法有效、继续履行。截至本年度报告
披露日，上述事项后续最终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3、北京新娱近年来因受宏观环境变化、债务负担过大、人员全部离职等因素影响已陷于全面停滞并出现大额亏损，公
司为剥离亏损资产业务，减轻经营负担并优化产业结构和业务布局，满足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于2021
年12月30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将其100%股权予以对外转让。截至本年度报告披露日，鉴于北京新娱股权未解除质押，
相关转让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全力协调各方，尽快完成北京新娱股权的出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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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截至本年度报告披露日，公司能否顺利完成预重整及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如果后续法院正式受理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并顺利实施重整且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恢复持
续经营能力；若未能进入重整程序或者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5、公司将全力维护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长城动漫的后续经营情况须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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