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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2                证券简称：鼎龙文化                公告编号：2022-071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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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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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龙文化 股票代码 0025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小平 危永荧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 63 号

鼎龙希尔顿花园酒店 21 楼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 63 号

鼎龙希尔顿花园酒店 21 楼 

电话 020-32615774 020-32615774 

电子信箱 stock@dinglongwh.com stock@dinglongw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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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69,865.94 225,946,458.58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422,690.10 506,970.14 -1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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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1,120,953.44 -1,004,592.94 -5,98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262,989.03 -146,971,308.56 2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4 0.0006 -11,8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4 0.0006 -11,8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0.04%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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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9,604,599.36 2,553,516,203.16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4,968,702.73 1,326,711,463.69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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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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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鼎龙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86% 118,290,557 0 质押 

70,974,33

5 

郭祥彬 
境内自然

人 
10.71% 98,563,119 0 

冻结 
98,563,11

9 

质押 
98,559,39

6 

珠海浩汇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0% 34,932,195 0   

龙学勤 
境内自然

人 
3.60% 33,099,900 0 冻结 

33,099,90

0 

谈娃娲 
境外自然

人 
1.74% 16,000,100 -1,000,000   

湖州融诚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0% 15,612,412 0   

湖州泽通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0% 15,612,412 0   

李青 
境内自然

人 
0.88% 8,100,000 900,000   

青岛恒澜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7,613,582 -8,000,000   

黄巍 
境内自然

人 
0.75% 6,887,902 -65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龙学勤为一致行动人；珠海浩汇投资有限公

司（曾用名：珠海星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恒澜投资有限公司、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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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泽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郭祥彬将其

持有的 98,563,119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委

托给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行使。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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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娃娲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000,000 股，李青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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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钛矿业务、游戏业务及影视业务，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钛矿业务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

业务方向。报告期内，公司第二条钛矿生产线建设完成，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钛精矿产能规模，为公司未来核心业务的

持续发展及经营规模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期公司钛矿业务的行业发展情况、主要产品及其用途、产品工艺流程、

经营模式、行业地位等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可参见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216.99 万元，同比增长 2.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42.27 万元，

同比由盈转亏。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钛精矿销售收入增加所致；公司净利润本期发生亏损主要是公

司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大幅增加所致（其中因公司 2021 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对本期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4,197.51 万元），同时，由于公司本期主力游戏项目尚处于持续投放阶段，本期游

戏业务整体毛利率较低，利润贡献未能覆盖期间费用，导致公司游戏业务也产生了一定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如下： 

（一）钛矿业务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中钛科技从事钛铁砂矿的开采、洗选和销售，所生产的主产品为钛精矿，副产品为铁精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钛精矿的生产、销售及钛矿生产线的建设和相关许可文件办理工作，钛矿业务的收入及净

利润同比有所增加。其中，公司第二条钛矿生产线（建水铭泰盘江钛矿）已于报告期内建设完成，设计产能为 9 万吨/年，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钛精矿整体产能规模；而上年已投产的寻甸金林钛矿生产线本期持续运行，但由于投产早中期的产

能效率存在一定不稳定性，本期其实际产量暂未达到设计产能；报告期内，五新华立清水塘钛矿尚在办理项目立项延期

手续及林地使用审批手续，待上述手续办理完毕后将开工建设；此外，弥勒中钛攀枝邑钛矿及云南万友小马街钛矿因云

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尚未划定和公布，暂无法办理探矿权延续及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中钛科技将密切跟进相关工作。 

（二）游戏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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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通过子公司第一波开展游戏业务，第一波立足精品游戏的研发和运营，通过项目独代定制和买量联运并重

的业务模式，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创新的游戏产品。 

报告期内，第一波已上线的《少年名将》、《奶牛镇的小时光》、《御剑决》等游戏通过深化运营、拓展渠道的

方式挖掘游戏潜力，持续贡献游戏流水；同时，第一波通过买量方式，运营了《攻城三国》、《放置三国》、《仙梦奇

缘》、《灵武天下》等游戏。由于上年同期贡献主要利润的游戏项目本期已进入产品运营末期，利润贡献较上期大幅下

滑，而本期主力游戏项目尚处于持续投放阶段，游戏业务收入本期有所下降，且整体毛利率较低，利润贡献未能覆盖期

间费用，导致公司游戏业务产生了一定亏损。 

（三）影视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梦幻星生园开展影视业务，梦幻星生园主要从事影视剧的投资、拍摄、制作和发行，以影视精品内容

创作和制作为立足之本，在影视剧制作和发行领域树立了优秀的品牌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拍摄的《青丝诀》、《这个女子有点“田”》两部剧尚在后期制作阶段，公司本期暂无确认收

入的新拍影视剧，仅通过存量影视剧销售实现了一定收入，本期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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