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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3                           证券简称：ST 天润                            公告编号：2019-079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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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世俊 董事 提案《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反对票 

声明 

反对理由如下： 

1、半年报内应该反映，实际控制人和公司经理人要求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 1500 万元《长典私募教育基金》

相关情况，并且公告，我认为这也应该是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 

2、2018 年 4 月 26 日，本公司与头牌商贸签署《权益转让合同》的执行情况，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计收到多少租金，

应该在半年报内反映。 

3、点点乐没有失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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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天润 股票代码 0021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天润数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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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kg002113@163.com trkg0021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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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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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750,230.19 248,302,868.59 1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197,947.05 -307,243,076.78 1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244,423.45 -311,674,588.46 11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51,660.19 82,339,807.97 -11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3 -0.2005 119.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3 -0.2005 119.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12.20%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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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3,240,501.27 2,784,606,172.72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5,617,145.44 2,295,419,198.39 2.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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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恒润互兴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6% 289,037,454 289,03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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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172,7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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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 127,332,203 127,332,203 

质押 118,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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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46,02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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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46,023,685 46,023,685 质押 46,019,000 

天津大拇指企
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4% 40,467,815 40,467,815   

舟山虹软协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 32,159,961 32,159,961   

陈德林 境内自然人 2.00% 30,650,000 0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岳阳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1.84% 28,214,322 0   

新余高新区逸

帆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5% 17,693,462 0 质押 17,691,7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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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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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各项业务，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问

题：1、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点点乐仍处于失控状态。2、2019年3月26日,公司因控股股东未在承诺期限内归还公

司的募集资金和解除公司的违规对外担保，公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自2019年3月27日开市起停牌一天，

自2019年3月28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天润数娱”变更为“ST天润”，股票代码仍为

“002113”，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5%。详见2019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湖南天润数字

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5）。3、由于公司董事长麦少军

个人行为，2018年度公司存在在没有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公司

提供违规对外担保并加盖了公司公章，致使出现未经公司同意以公司名义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公司自身债务提

供担保的情况。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止，公司累计违规担保金额合计254,670万元，本报告期已解除37,270万元，剩余违规担保

金额217,400万元，剩余违规担保余额186,715万元。4、2018年度公司因未依法履行审议程序而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违

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2017年收购深圳市拇指游玩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虹软协创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重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

法院强制划转112,254,850.21元。截至本报告期止，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法院强制划转的112,254,850.21元仍未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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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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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游玩所运营的游戏涵盖了战争策略类、卡牌类、角色扮演类等多个品类，在策略类游戏和卡牌

类游戏品类上尤其擅长。 

报告期内，拇指游玩主要收入来源有王者纷争、正统三国、我的荣耀、坦克警戒、官居一品等几款游戏。以上几款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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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营业收入合计占拇指游玩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71.61%左右。其中王者纷争2019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4,062.58万元，

占拇指游玩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24.66%；正统三国2019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2,543.58万元，占拇指游玩2019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的15.44%；我的荣耀和坦克警戒2019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均在2,100万元左右，均占拇指游玩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的13%左右；官居一品2019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928万元，占拇指游玩营业收入的5.63%。其中公司主推产品王者纷争是2018

年上线的SLG产品，截止目前总流水超过1亿元。我的荣耀（使命荣耀）是公司2018年下半年新上线SLG产品，目前仍处于

投放期，目前注册用户近200万，流水超5,000万元。      

本报告期新上项目有热血群英传、射雕三部曲、歌手2等游戏，三款游戏上半年运营流水均在500万元以上，其中歌手2

的游戏总用户数量达352,578人。公司储备的几款知名IP产品《魔法门之英雄无敌》（法国育碧顶级端游IP）、《中餐厅》（湖
南卫视最高收视综艺）等已经研发完成，待版号办理，有望在今年内上线。 

报告期内，拇指游玩的游戏代理与推广业务已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形成了成熟的业务链条和具备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2019年上半年，老产品持续贡献收入，新产品有3-4款进入稳定营收阶段，多款在测试阶段，下半年会陆续进入稳定营收阶

段。拇指游玩在SLG游戏品类领域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手机游戏运营商。目前王者纷争、我的荣耀均处于主推广期，为公司

主打的SLG游戏品类，已经成为公司提供主要营收来源的产品。迄今为止，公司已经在海外上线的网游产品已经达到4款，

有望在未来为公司提供稳定的营收。海外已上线的产品，并在陆续考察及储备完善海外产品库，筹备进一步开拓中国大陆以

外地区的市场，将来可能成为公司营收及盈利的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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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易付”计费服务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移动视频、社交领域、游戏、阅读、动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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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传统业务中计费业务稳中有升，毛利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而受到运营商政策影响，推广业务产生了

一定的核减，导致整体毛利规模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2019年上半年新上项目包括互联网广告代投放项目、基于金融行业客户的大数据精准推广业务以及陕西移动互联网权益

产品化采购项目。由于具备一定的客户基础，因此新业务增速较快，其中，广告代投放项目上半年收入达5000万；大数据项
目的收入200万左右。陕西移动互联网权益产品化采购项目中标680万。在新项目的储备上，上半年公司积极布局，利用客户

资源优势，完成了“陕西移动互联网权益产品化采购项目”中包括喜马拉雅会员、网易云音乐会员等三个标包的入围，中标收

入合计680万，预计下半年项目可以开始上线。在新业务的开拓上，上半年公司开始进行互联网广告代投放业务的合作，目

前合作已进入正轨，每月收入贡献过千万，预计下半年月收入可以稳定在2000-3000万左右规模。同时，在大数据精准推广

业务上，开拓了金融行业的合作，上半年公司开展了包括兴业、浦发等银行的信用卡推广合作，同时与360金融、苏宁金融
等合规的小额信用贷款产品展开了合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收入连续三个月增长，目前月收入接近百万。 

    随着互联网行业整体用户数红利的下降，整体行业的发展方式开始从规模化经营，逐步转向规模化加精准化经营。而精

准化经营重要的核心基础就是对于数据的挖掘、整理和利用。这两年今日头条系的快速崛起，正是基于对于用户兴趣偏好的

准确把握和精准推送。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互联网行业客户的推广和计费需求，在电信运营商的能力输入中找到匹
配，这几年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和数据基础。未来公司会继续延续此业务发展逻辑，在深挖传统互联网数字娱乐行业客户

的基础上，积极开拓金融、教育等新行业，通过不断的精细化运营，打磨数据分析能力，形成新行业的标准合作模式，快速
行业内复制，形成利润的持续增长。 

    3、物业租赁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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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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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月可以获取1,368,558.31元的固定租金收入，进一
步增强了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3,750,230.19元，同比增加14.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197,947.05元，

同比增加119.59%；总资产2,833,240,501.27 元，同比增加1.75%；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系公司上期对全资子公司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丧失控制权，计提商誉减值及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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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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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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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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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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麦少军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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