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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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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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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趣科技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31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娉

办公地址

北京海淀区宝盛南路 1 号奥北科技园领智
中心 C 座

电话

010-65073699

电子信箱

ir@ourpalm.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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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144,435,819.27

上年同期
826,962,418.2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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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0,352,328.41

267,118,883.60

4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74,980,723.72

224,806,728.98

6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5,917,827.69

249,757,277.80

10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0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3.13%

1.2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0,271,773,603.11

9,884,033,738.80

3.92%

8,856,087,696.56

8,532,081,854.62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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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姚文彬

境内自然人

6.98%

192,507,902

0

刘惠城

境内自然人

6.07%

167,399,432

125,549,573

叶颖涛

境内自然人

3.21%

88,532,832

邓攀

境内自然人

2.02%

55,727,209

55,727,209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55,417,497

0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其他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00%

55,15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1.15%

31,663,81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创业板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0.94%

25,890,81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9%

24,541,900

0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23,094,6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 质押

74,400,000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不适用。
（如有）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8 年 06 月 0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暨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201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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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6 月 11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8 年 06 月 0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暨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2018-049）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6 月 11 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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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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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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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16 掌趣 01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代码
112392

发行日

到期日

2016 年 05 月 25 日 2021 年 05 月 25 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80,000

6.2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13.49%

项目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12.98%

上年同期
21.40

0.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59

57.47%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互联网游戏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4,443.5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8.3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035.2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42.39%。报告期内，公司陆续上线运营自研重点游戏产品《奇迹MU：觉醒》、《大掌门2》，市场表现突
出，有效带动公司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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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战略方向，推动结构性改革
在我国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大背景下，游戏行业正走到“结构升级”的重要关口，其主要内涵已经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
转变，公司已充分意识到游戏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并据此确立了“以产品为中心，构建持续产出优质内容的强研发体
系，提升现有发行体系能效”的战略方向。在外部环境加速变化及企业内部成长需求的双重动因下，公司积极进行研发转型，
构建研发壁垒，提高研发产能并优化产能结构，集中核心资源在游戏品质上突破创新，以技术、产品、内容推动企业可持续
发展。目前公司的研发转型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初步完成了H5和虚幻游戏引擎框架搭建，连同公司所擅长的Unity3D研发框
架，将成为公司拉动创收，保有研发优势的“三驾马车”。
（二）调整组织架构，整合内部资源
在公司战略方向指引下，结合市场变化发展及公司现状，为提升公司战略协调能力、调控公司资源能力，公司进行组织
架构调整。将公司业务规整为研发、运营、平台三大业务线，全面打通内部资源和信息流动。以研发线为企业发展关键，整
合集结三大工作室群，聚焦侧重技术革新和画面表现的领导型产品、具备特定IP或美术风格的细分型产品以及定位新兴市场
突破的流量型产品三大产品类型；以运营线为统筹资源核心，全面整合公司发行、商务、投资、企划等业务；以平台线为业
务发展支撑，充分运用上市公司平台及资源，全面支持各业务部门工作及公司发展。在三大业务线的全面协同运作下，积极
整合内部资源，提高公司经营运作效率，为企业长期发展建立稳固的基石。
（三）推出精品游戏，带动业绩增长
公司精品游戏持续为公司带来稳定收入，同时公司于报告期内推出了两款作品：《奇迹MU：觉醒》及《大掌门2》，
市场表现突出，有效带动了公司业绩增长并进一步为公司在产品研发、运营发行、品类扩展以及IP价值运作等方面积累丰厚
的经验。同时《奇迹MU：觉醒》于韩国发行，并于上线首日即取得韩国App Store免费榜总榜冠军，后续更一举进入韩国Google
Play畅销榜第二。未来公司将以精细化运营高品质产品为核心运营理念，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能结构，提升综合竞
争力。
（四）布局优质IP，丰富IP储备
公司持续对全球范围优质IP资源的获取布局，目前已取得的《初音未来》、《ONE PUNCH MAN》、《BLEACH》、
《仙剑奇侠传：六界情缘》、《我的英雄学院》、《街霸》、《犬夜叉》等多款重量级IP的游戏改编权，公司对全球顶级IP
尤其是日韩IP的强大获取能力将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在客户端游戏、二次元、动漫等领域的IP储备，为公司开发更多可持续、
系列化的爆款产品提供支撑。
（五）引进优秀人才，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了一批业内优秀人才及团队，为公司研发转型及战略执行提供核心动力。同时为完善核心员工与全
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推出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激发人才主观能动性，推动公司
的快速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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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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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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