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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9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2020-066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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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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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  股票代码 0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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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斐 康思然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

智谷大厦 11 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

智谷大厦 11 层 

电话 010-82356080 010-82356080 

电子信箱 ir@egls.cn ir@egl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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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99,977.15 349,679,129.03 -5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400,304.52 179,721,492.86 -7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286,345.60 179,926,826.55 -9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130,925.73 -97,354,436.18 7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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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0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2.7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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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6,109,630.47 3,585,263,519.49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05,336,841.47 3,369,057,137.09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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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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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义聚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55% 213,163,335 0 质押 193,922,992 

北京骊悦金实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1,214,574 

上海哲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1,214,574 

宁波乐源盛世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9% 80,971,659 80,971,659 质押 80,971,659 

浙江巨龙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6% 73,000,720 0 质押 72,999,996 

北京康海天达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2% 61,177,765 0 质押 57,901,765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2.79% 51,400,929 0 质押 51,399,994 

金华巨龙文化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8% 51,250,000 0 质押 35,000,000 

新纪元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

新疆峰石盛茂

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2% 48,269,068 48,269,068 

质押  

质押  

日照银杏树股

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2% 37,300,354 0 质押 37,300,3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吕仁高直接持有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控股” 

90%股份，且巨龙控股全资控制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前十名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属于一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中，日照义聚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5001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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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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299,977.1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5.02%；利润总额为36,295,690.50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了79.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400,304.5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9.19%。2020年上半年相比2019年上半

年营业收入减少、主营业务利润减少，主要原因为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新游戏推出进度未达预期所致。 

2020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发展战略持续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不断的积累资源以扩大新的

竞争优势和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强化移动互联网产业板块的资源投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公司主营情况分析 

1、游戏业务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减持游戏研运一体和精品化运营策略，以MMORPG类型游戏为主，坚持以玩家为本的设计和运营理念，

重视产品的质量和玩家的体验感的提升。在自研产品方面，子公司艾格拉斯科技持续运营了《英雄战魂》、《格斗刀魂》、

《英雄战魂之元素王座》、《空城计》、《英雄战魂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3D》、《路人超能100-灵能》等移动游戏。 

在新IP储备及游戏研发方面，2020年3月，公司签约并获得了知名IP《熊本熊》在中国区及全球研发相关游戏的授权，

目前相关产品正在研发中。2020年4月3日，公司子公司艾格拉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责研发《恶魔猎手》正式大陆版本

测试，预计2020年下半年正式在中国大陆地区上线运营，除该游戏外，公司目前还有3-4款游戏处于研发中，预计今年下半

年会陆续上线。 

2、 移动游戏推广： 

子公司北京拇指玩自行研发的“拇指玩”平台是国内领先的安卓系统移动互联网手机游戏下载和推广平台，与腾讯、网易、

中国手游、英雄互娱等知名游戏开发商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2020年上半年代理了《矮人与地城》，预计2020年8月

正式上线。同时，北京拇指玩在积极尝试休闲游戏自研，预计第一款游戏将在2020年9月底上线发行。 

3、移动互联网视频推广 

2020年上半年，杭州搜影依托“拇指影吧”留存活跃用户积极拓展品牌广告客户，同时利用自身大数据分析及挖掘能力积

极开拓精品IP单机游戏发行业务，取得了一定的业绩效果。未来杭州搜影将继续依托自身精细化的流量运营能力，积极拓展

行业内新生优质渠道资源，优化广告智能大数据精准投放技术，搭建更为完善的大数据系统。 

（三）公司文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善良、责任、执着、付出”的文化理念，贯彻落实文化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公司高度重

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工作，同时吸收和培养高级研发人员，对人才进行梯队化管理和针对性培训，推广最先进的游戏开

发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完善游戏研发和运营体系，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建立健全企业文化机制，包括定期组织员工

进行线上线下活动、年会及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 

（四）为投资者所做的贡献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结合公司的股本规模、经营状况、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继续完善治理结构，改善公司

经营管理，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实实在在地做好公司各项工作；加快公司战略的实施，积极推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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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运作，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馈广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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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较上年度增加全资子艾辉科技（日照）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吉安搜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财鱼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销登记，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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