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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5              证券简称：*ST 长动              公告编号：2022-044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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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255.68 581,551.64 -9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040,960.53 -36,012,959.36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31,790.54 -36,012,959.36 8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5,566.78 539,048.89 -39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6.17% -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1,360,076.95 122,743,651.97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070,924,626.44 -1,033,821,951.36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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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609,169.99  

合计 -27,609,169.99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系计提的融资借款的罚息、违约金等支出。其中：滁州创意园公司计提5251612.99元；北京新娱公司计提576070.85

元；长城国际股份公司计提21781344.26元。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收入差异说明：各子公司的经营已基本停滞，所以收入大幅下降。收入全部为精准数据营销服务收入。 

2、净利润差异说明：亏损主要是计提了借款的罚息和违约金，重整费用、审计费用及人员工资等。 

3、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说明：公司业务收入停滞，开支主要靠控股股东借款。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2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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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洲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2% 46,144,000    

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8% 29,350,402 21,390,374 
质押 28,890,000 

冻结 29,350,40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8% 13,000,000    

汤勇峰 境内自然人 0.60% 1,947,900    

赵锐勇 境内自然人 0.57% 1,856,250 1,856,250 
质押 1,856,250 

冻结 1,85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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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芯芬 境内自然人 0.56% 1,839,200    

王明 境内自然人 0.51% 1,651,100    

张宜元 境内自然人 0.45% 1,483,500    

曹子杰 境内自然人 0.36% 1,186,401    

吴士看 境内自然人 0.35% 1,159,54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大洲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46,144,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6,144,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000,000 

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 7,960,028 
人民币普通

股 
7,960,028 

汤勇峰 1,947,900 
人民币普通

股 
1,947,900 

许芯芬 1,839,200 
人民币普通

股 
1,839,200 

王明 1,651,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51,100 

张宜元 1,483,5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83,500 

曹子杰 1,186,401 
人民币普通

股 
1,186,401 

吴士看 1,159,547 
人民币普通

股 
1,159,547 

曹炳安 1,132,719 
人民币普通

股 
1,132,7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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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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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9.3.11条（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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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之终止上市条款，于2022年4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

定》（深证上〔2022〕3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自2022年4月27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根

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十五个交易日，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2、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重要全资子公司滁州长城国际动漫旅游创意园有限公司存在的相关诉讼、

执行案件，被政府行政部门通知收土地使用权、要求停业整顿及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等事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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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因受宏观环境变化、债务负担过大、人员离职等因素影响经营活动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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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娱兄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娱”）100%股权予以对外

转让。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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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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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长城动漫的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正式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48,085.41 1,427,248.9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51.00 2,052.1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10,905.40 110,905.4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82.00 82.00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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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4,989,292.67 15,491,510.90 

流动资产合计 15,648,516.48 17,031,799.3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82,994.75 283,286.88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05,428,565.72 105,428,565.7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5,711,560.47 105,711,852.60 

资产总计 121,360,076.95 122,743,651.9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4,449,904.99 34,449,904.9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371,649.72 2,371,649.7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041,937.54 2,221,331.19 

  应交税费 29,762,314.24 28,837,846.18 

  其他应付款 459,838,360.31 424,864,283.60 

   其中：应付利息 30,717,525.81 29,583,5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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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58,722,477.77 658,722,477.77 

  其他流动负债 180,464.44 180,464.44 

流动负债合计 1,187,367,109.01 1,151,647,957.8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4,500,000.00 4,500,000.00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166,666.64 1,166,666.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666,666.64 5,666,666.64 

负债合计 1,193,033,775.65 1,157,314,624.5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26,760,374.00 326,760,37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2,139,624.14 95,201,287.6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89,824,624.58 -1,455,783,612.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0,924,626.44 -1,033,821,951.36 

  少数股东权益 -749,072.26 -749,021.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1,673,698.70 -1,034,570,972.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1,360,076.95 122,743,651.97 

法定代表人：袁同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荣泽                    会计机构负责人：温荣泽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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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44,255.68 581,551.64 

  其中：营业收入 44,255.68 581,551.6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476,139.16 16,068,423.47 

  其中：营业成本 0.00 1,986,391.29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292,692.78 25.50 

     销售费用 4,960.48 2,683,369.26 

     管理费用 3,971,573.44 3,063,129.80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206,912.46 8,335,507.62 

      其中：利息费用 1,203,382.50 8,332,827.07 

         利息收入 670.90 680.55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41.88 0.0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431,841.60 -15,486,871.83 

  加：营业外收入 0.79 12.80 

  减：营业外支出 27,609,170.78 20,489,245.8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041,011.59 -35,976,104.83 

  减：所得税费用  36,9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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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041,011.59 -36,013,016.1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4,041,011.59 -36,013,016.14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040,960.53 -36,012,959.36 

  2.少数股东损益 -51.06 -56.78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4,041,011.59 -36,013,016.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34,040,960.53 -36,012,959.3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1.06 -56.7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0 -0.1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0 -0.11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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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袁同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荣泽                    会计机构负责人：温荣泽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4,255.66 0.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53,111.26 12,453,546.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97,366.92 12,453,546.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0.00 0.0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667,205.88 291,183.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25,727.82 11,623,313.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92,933.70 11,914,49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5,566.78 539,048.8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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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0.00 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00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19,100.00 211,027.9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9,100.00 211,027.9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00 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0.00 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96.76 69.7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96.76 69.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6,403.24 210,958.1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9,163.54 750,007.0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27,248.95 560,114.0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8,085.41 1,310,121.06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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