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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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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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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网科技 股票代码 3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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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祝平 蔡颖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857 号智慧产业

创业园 A 座 

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857 号智慧产业

创业园 A 座 

电话 0571-89712215 0571-87205808 

电子信箱 DSH@shunwang.com DSH@shunw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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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7,557,642.48 1,004,352,487.36 -2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5,863,665.43 292,015,653.00 -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01,647,424.85 268,091,676.31 -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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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823,447.03 268,892,623.08 -55.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2 -2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2 -2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8% 9.4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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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9,034,336.64 3,885,770,834.68 -1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9,428,961.83 2,945,650,077.82 -10.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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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勇 境内自然人 40.36% 280,191,727 210,143,795 质押 206,405,751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兴业信

托·顺网科技 1号

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3.97% 27,565,625 0   

杭州顺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 14,705,234 0   

新疆盛凯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 14,14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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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8,337,449 0   

#袁伟华 境内自然人 1.13% 7,867,564 0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其他 1.09% 7,556,9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

盈科技30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8% 7,5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其他 0.89% 6,146,427 0   

程琛 境内自然人 0.85% 5,873,540 5,094,8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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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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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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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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游戏业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挖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业务结构，优化部署新产品新服务，加大云产品研发及

市场开拓，在深耕原有业务的同时战略上坚持向云业务发展。紧跟行业发展趋势，着力推进“顺网雲”市

场规模，并积极推进云电脑等新产品和新业务的落地应用；在5G时代来临的背景下，公司以最务实的姿态，

实现存储上云、算力上云，为业界提供互动娱乐云端化的产品顺网云电脑及云游戏解决方案；作为公司泛

娱乐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ChinaJoy已是目前全球最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数字娱乐展会品牌之一，持续

为网民提供多元一体化的泛娱乐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传统广告及增值业务相比有

所下降，各项业务有序开展，营业收入72,755.7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56%，净利润21,586.37万元，

下降26.08%。报告期业务布局成效符合预期，对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高可持续盈利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1、“顺网雲”项目积极推进 

以云为战略中心，公司积极推进“顺网雲”项目的建设，基于边缘节点持续为用户提供了优质稳定的

云产品及云服务。运用边缘计算节点机房，顺网雲将算力中心下沉到了网络边缘，就近为用户提供业务计

算及数据缓存能力，进而满足用户在业务实时响应、数据就近处理、应用快速部署等方面的关键需求，以

“高性能、高可用、低成本”三大核心优势服务各行业用户。 

面向各行业应用场景，顺网雲通过云网一体的方案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终端运维管理服务，公司云

业务持续落地。在网吧场景中，顺网雲提供存储上云服务，大大降低了IDC运维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好

的性能和实时性体验。在边缘节点建设方面，顺网的云平台目前已在全国19个省55个城市建立起了百余个

云计算POP节点机房，覆盖全国一至五线城市，目前顺网雲已接入约1900个网吧，近17万终端。 

 

 

2、推出顺网云电脑及云游戏解决方案，深耕5G互动娱乐 

作为产业上下游连接者和互动娱乐生态建设者，公司在边缘计算云产品“顺网雲”的基础上发布了顺

网云电脑及云游戏解决方案。顺网云电脑是基于顺网雲算力平台的云服务产品，用户借助本地瘦终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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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云盒”可按需向云端算力池调取算力，在本地显示设备上获得与高性能电脑相同的使用体验；顺网云游

戏解决方案则使用户不再受限于终端设备性能、平台等因素，无需下载、安装、更新等动作即可畅玩全网

海量游戏，在顺网雲环境下，顺网可为用户提供电竞级（144Fps、2K分辨率、17Ms延时）的云游戏服务。 

凭借低成本、跨平台、高性能、低时延的产品特点，顺网云电脑可以广泛应用于公共上网、教育、医

疗、政府、企业社区等各个场景。公共上网场景中，顺网云电脑能够在保持客户机性能不变的基础上，帮

助网吧经营实现从重资产到轻资产的转型，降低成本费用；家庭场景中，玩家可通过顺网云盒连接家中的

各式屏幕设备，借助云端算力使其成为高性能设备，满足家庭娱乐需求；企业场景中，顺网云电脑通过顺

网云盒替代企业常用的高性能主机，在帮助企业节省硬件成本的同时，其便利性、高效性和稳定性能够满

足日常工作的绝大多数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3、旗下品牌ChinaJoy线下发力，持续构筑顺网泛娱乐影响力 

作为当下全球数字娱乐领域最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年度盛会之一，ChinaJoy品牌是公司泛娱乐大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游戏为核心，覆盖动漫、电子竞技、互联网影视与音乐、网络文学、智能娱乐软件与

硬件以及新生娱乐业态等数字娱乐多领域，ChinaJoy已成为我国及全球数字娱乐产业发展风向标。 

2019 ChinaJoy整体规模达15个展馆，汇聚800余家世界顶尖数字娱乐企业，吸引36.47万人次现场观

众观展，再创展会历史新高。其中，更多的国际性企业参展，众多知名IP的周年庆典活动及重大产品发布

也选择在了ChinaJoy，海外企业越发关注和重视ChinaJoy并认同顺网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本届

ChinaJoy现场电竞活动的数量及质量都较往届有了明显的提升，电子竞技逐步走向正规化、职业化；作为

数字娱乐产业的风向标，2019 ChinaJoy更为关注5G技术的发展，通过5G+娱乐大会、5G娱乐展区及各参展

商提供的5G娱乐体验场景，5G娱乐话题引发了业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4、安全事业部新体系进一步的优化 

新成立的安全事业部以优势互补为原则，调整了现有产品和市场布局，将原来各部门自有的产品如态

势感知、管综平台、等保工具箱、网吧管理系统等产品进行了梳理，形成新的安全事业部产品体系，将原

来分散在30个省市自治区的销售渠道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销售团队，在各地推广安全业务，在上半年新

签合同1亿多元。以安全事业部的技术团队为基础，在全国范围为政府部门客户提供信息安全服务，上半

年参与全国各地十余个省市公安网安部门组织的护网行动二十多次，协助各地网络安全管理部门保护了当

地重要信息系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网络节点的安全。 

安全事业部研发中心引入了Trustlook Inc的云安全技术，增加了流量和移动类产品。同时研发中心

按照公安部对管综平台的最新要求推出了管综平台2.0版，力争成为新的行业产品标杆。在物联网领域结

合行业需求，研发电力系统安全检查平台并中标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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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先后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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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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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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月4日，子公司浮云网络收购上海潜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占比51%。 

（2）2019年2月21日，子公司浮云网络与个人潘坚新设杭州竞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公司认缴出资102

万元，占比51%。 

（3）2019年4月17日，公司与上海浩方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设杭州云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认缴

出资6500万元，占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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