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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8                               证券简称：金亚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6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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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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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亚科技 股票代码 3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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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建新 郑灿灿 

办公地址 
成都金牛高科技产业园信息园西路 81 号

16 层 1-2 号 

成都金牛高科技产业园信息园西路 81 号

16 层 1-2 号 

电话 028-68232103 028-68232103 

电子信箱 stocks@geeya.cn stocks@gee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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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041.21 12,026,046.35 -8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55,644.14 38,811,891.21 -14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097,386.68 -12,908,248.22 -1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60,608.76 -22,314,426.69 7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8 0.1128 -14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8 0.1128 -14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6% 20.11% -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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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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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13,907.91 219,206,794.07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600,068.21 150,355,712.35 -10.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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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旭辉 境内自然人 27.98% 96,251,220 0 
冻结 96,251,220 

质押 92,016,640 

王仕荣 境内自然人 5.38% 18,490,680 0 质押 14,950,000 

丁先发 境内自然人 1.24% 4,268,300 0   

蒋忠平 境内自然人 0.44% 1,526,855 0   

阿里甫·提力瓦

力地 
境内自然人 0.35% 1,188,800 0   

俞步峰 境内自然人 0.31% 1,075,900 0   

毛瓯越 境内自然人 0.30% 1,039,380 0   

李建国 境内自然人 0.27% 931,200 0   

唐勇 境内自然人 0.25% 870,680 0   

王建良 境内自然人 0.24% 83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仕荣为周旭辉姐夫，两者互为家庭关系成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前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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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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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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整体发展状况概述  

随着三网融合、媒体融合进程的深化推进，有线电视行业传统的封闭状态已被打破，广电运营商面临严峻的行业挑战，

市场竞争依旧激烈。受退市风险影响，公司出现信用等级下降、投标资格受限等情况，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公

司围绕 “以增值服务内容提供为主的文化游戏产业链”和“以内容运营为主的泛家庭互联网硬件产业链”，加强新业务、新

技术的开拓与创造。通过“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生态业务体系不断完善，各个业务间的协同性将持续增强，进一步提

升产品用户体验，增强流量变现能力，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30.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9.14%，主要为销售规模下降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575.5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0.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46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0.48%。 

（二）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回顾 

1）围绕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公司通过持续的战略资源配置及研发投入，打造“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产品和服务

新格局，引领公司实现内容资源、应用服务与用户之间的无缝衔接，为用户提供极致体验，并最终通过增值服务或基于大数

据的信息精准推送等多维度实现收益。目前，公司家魔方游戏业务平台已在湖南电信、河南电信、宁夏移动上线运营，公司

作为平台方，最终通过用户付费订购获得分成收益。家魔方游戏业务平台凭借其出色稳定的表现，已获得了各大运营商的认

可和青睐。 

2）近年来，中国电子竞技运动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期。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文，明确提出将电子竞技游戏游艺赛

事，列入十大转型升级消费行动之一。2017年4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宣布将电子竞技加入2017阿什哈巴德室内武道运动

会，2018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这标志着电子竞技向国际传统体育赛事迈进了一大步。 

电竞产业欣欣向荣，公司抓住市场机遇，瞄准市场需求，推出电竞视频品牌---胜堂。它是为电竞玩家及电竞爱好者打造

的专有品牌。目前，胜堂电竞视频已落户湖南电信、湖南联通、河南电信、河北电信、湖北电信等地方，用户满意度高。未

来，公司将继续助力全国范围的其他城市三大运营商为用户提供更多内容及服务，进一步创造盈利空间。 

3）公司具有多年电子类产品加工的生产经验，从注塑机壳制造、SMD元件贴装，部件生产，整机生产等方面的生产能

力一应俱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发展多元化生产，提供ODM、OEM类型的服务，已与20余家电子产品开发公司合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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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该等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产生规模效应，因此未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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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财务

报表。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规定，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

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

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

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合并、分拆、增补调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产生影响，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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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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