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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1                           证券简称：宝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8-082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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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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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通科技 股票代码 3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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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利乾 仰凯锋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张公路 19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张公路 19号 

电话 0510-83709871 0510-83709871 

电子信箱 boton300031@126.com boton30003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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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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8,890,437.30 746,049,757.03 3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335,548.43 106,777,706.10 3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0,269,793.22 104,063,620.84 3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992,448.86 103,636,255.52 1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87 0.2691 33.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87 0.2691 3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4% 4.8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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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788,645.69 3,205,312,294.45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92,313,288.17 2,286,926,172.98 4.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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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志方 境内自然人 22.75% 90,261,952 67,696,464 质押 50,519,100 

樟树市牛曼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人） 
境外法人 16.98% 67,370,532 67,370,532 质押 62,350,00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信托·海汇 10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12% 8,400,000 0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荣俊 2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01% 7,976,252 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信托·海汇 9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00% 7,930,000 0   

唐宇 境内自然人 1.68% 6,662,952 4,997,214   

全康 境内自然人 1.53% 6,057,000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莱沃 4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1% 5,211,736 0   

朱泽 境内自然人 1.21% 4,790,000 0   

陈勇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4,614,9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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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包志方先生通过认购“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4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份额实施了增持，包志方先生与西藏信托有限

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4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1、股东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荣俊 2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天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976,252股，实际合计持有 7,976,252股； 

2、股东全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长江证券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57,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6,057,000股； 

3、股东朱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金元证券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9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79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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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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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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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既定的战略深化“移动互联网”和“现代工业散货物料智能输送与服务”双主业引擎驱动的模式和

方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构建了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开创了双主业的新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企业文化的建设，适应公司新时代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公司不断优化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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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步伐，有效提高了母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沟通效率，加强了母子公司跨业务板块的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98,889.0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2.55%；实现净利润 15,982.3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8.04%。公司各业

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1）移动互联网业务 

近两年，国内移动游戏市场监管政策不断完善。自 2017 年国家文化部强化国内网游备案制度后，2018年 6月暂停了国

产网游申报备案，在此背景下，众多移动游戏研发企业愈发注重海外市场，越来越具有全球文化背景的游戏产品不断推出。

同时，伴随着游戏玩家使用游戏 App时长的增加，付费能力的持续提升，全球移动游戏市场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不仅在成

熟市场增资趋势明显，在新型市场增长趋势也同样亮眼。 

易幻网络顺应“文化出海”潮流，紧跟互联网发展趋势，聚焦全球移动网络游戏发行和运营，寻求自身业务发展创新，

保持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65,503.8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6.65%；实现净利润 13,637.56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44.30%。根据 AppAnnie 公布的“中国 App发行商出海收入榜单”，易幻网络连续多月海外发行收入排名前

列。其发行和运营游戏类型涵盖了战争策略类、角色扮演类、休闲竞技类、模拟经营、MMO 、MOBA等多种类型。报告期内，

主要发行和运营的产品包括：《CMM Champions Manager Mobasaka》（豪门足球）、《삼국지 M》（三国群英传）、《천공성나르시아》

（九州天空城）、《Age of Civs》（全球版）、《食之契约》、《戦国 DRIVE》 等多款游戏，上述产品在韩国、港台、东南亚、

日本、欧美等市场表现优秀。其中，易幻网络 2018年 3月发行的《삼국지 M》（三国群英传）上线 10 日流水超人民币 2,000

万元，自上线五个月以来，一直稳居韩国谷歌畅销榜前五，为中国移动游戏韩国市场的整体收入增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

时从 6月份 Google  play畅销榜 Top 5游戏的评分来看，《삼국지 M》（三国群英传）也获得了韩国玩家的高度认可，成为

了 Top 5中评分最高的的游戏。 

 

报告期内，易幻网络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完成了新款全球化产品《Age of Civs》的上线调试、优化、内测等，这

款 3D策略手游将在下半年进入市场推广阶段，有望让公司全球化战略步伐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下半年易幻网络还将发行

多款优秀移动游戏产品覆盖全球各个市场，包括《真三国-霸王之业》（三国群英传新马版）、《Ultimate Football Club 冠

軍球會》、《武林外传》、《万王之王》、《时之歌》等，在产品类型上也将覆盖更多细分品类，针对不同区域市场推出二次元、

女性向游戏。 

报告期内，易幻网络通过布局产业链优秀企业进一步巩固自身移动网络游戏全球发行运营业务优势，投资了蓝滴信息、

C4CAT，拓宽了易幻网络全球化游戏内容的供应渠道，投资了落鱼互动、HIHO，加大了拓展欧美市场的力度。在 China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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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易幻网络举办了“左手发行，右手投资”的 CJ尊享交流会，成功打造了一个移动游戏出海交流分享平台。未来易幻

网络将持续投资布局移动游戏产业链，纵向上加强内容研发的投入和增强流量运营能力；横向上增厚发行能力，覆盖更多海

外市场，实现公司在全球移动游戏研运一体的竞争力，逐渐构建公司区域化发行和全球化研运一体的双轮驱动格局。 

报告期内，易幻网络累计新增代理运营的游戏产品 17款（不同地区和版本），在其平台运营的超百款精品手游产品收入

稳定，报告期内爆款新品持续推出，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为 2018年下半年业绩增长夯实了基础。 

（2）现代工业散货物料智能输送与服务业务 

从国际看，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随之增加。从国内看，我国上半年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

好，但是，我国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创新能力不足及严峻的环保压力等因素依旧存在，诸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当前行业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公司积极推进业务转

型升级，优化产品结构，推出降本增效措施，降低生产经营管理成本，积极有效应对各种压力和挑战，不断探索新出路，挖

掘利润增长点。继续维护客户和企业的共同利益，实现企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输送带的生产销售业务正处于一个业务转型升级、产品结构优化的关键时期，现代输送服务事业部围绕“高端化、

国际化”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各项工作，报告期内该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33,852,096.88万元，同比上升 25.18%。 

报告期内，为适应新时代的外部发展环境、快速提升公司的智能制造水平，公司成立了“全球先进输送技术与数字化服

务创新中心”，通过技术创新能力和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升，打造行业内第一家以工业散货物料智能输送与服务为研究方向，

集材料、电气、机械、力学、软件信息、光电技术、传感技术、人工智能多领域交叉的国际型技术创新高地，推动公司智慧

工厂的建立以及智能输送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同时，公司进一步提升公司智能化管理体系，目前公司智能化管理系统含盖了

业务流程优化、组织结构优化、技术实现、数据开发利用、运行维护、基础条件和资源方面保障等关键过程，为公司高端化、

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在国内供给侧改革深化阶段，公司积极把握国际化市场需求，研发国际市场需要的、公司擅长的输送带新产

品，推广具有特色、差异化的高端产品，开拓了国际客户 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BHP Escondida Mineral 和 Rio Tinto 

Group等。同时，公司加强与国内长期合作伙伴的合作发展，分别与江苏利电能源集团、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平台，为实现共同发展、互惠双赢奠定了基础。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产

品结构，努力提高高技术含量、安全、节能、环保产品的比重，降低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以高新产品带动中低档

产品的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首创的“工业散货物料智能输送系统总包服务模式”得到了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可，并获得“江

苏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殊荣。报告期内，公司拓展了新客户中信江阴港和国投钦州港。截止 2018年 6月底，公司现代

工业散货物料智能输送与服务业务已累计输送各类物料逾 5亿多吨，在行业和客户中树立了良好口碑，实现了品牌价值承诺，

迈出了宝通科技高端化、国际化发展的稳健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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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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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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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新增 2家子公司火星人网络有限公司和新疆天山弘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减少 1家子公司 Regina 

Entertain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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