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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5                    证券简称：掌趣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2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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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趣科技 股票代码 3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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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王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 1 号奥北科技园领智中心 C 座 

电话 010-65073699 

电子信箱 ir@ourpa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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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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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6,243,659.02 1,144,435,819.27 -3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042,028.48 380,352,328.41 -4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3,961,772.34 374,980,723.72 -3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280,087.19 515,917,827.69 -7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4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4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4.3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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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9,646,043.74 5,857,256,178.33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42,465,128.17 5,128,642,362.40 6.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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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彬 境内自然人 6.98% 192,507,902 
   

刘惠城 境内自然人 6.05% 166,890,761 125,168,071 
  

叶颖涛 境内自然人 2.42% 66,732,832 
 

质押 39,400,000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55,417,497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00% 55,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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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48,206,312 
   

邓攀 境内自然人 1.52% 41,795,407 31,346,55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4% 36,974,1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33,069,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创

业板 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6% 26,543,587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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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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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624.37 万元，同比下降 39.1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

东净利润 21,104.20 万元，同比下降 44.51%。 

 在公司战略方向指引下，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管理整合、促进团队融合，不断加强核心技术提升

并丰富产品储备。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系公司自研重点游戏产品的上线时

间全部延迟。公司自研产品《一拳超人：最强之男》 于 6 月 19 日上线，但产品业绩尚未在半年度报告中

体现。此外，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公司所持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负向变动，对本报告期业绩有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原有游戏产品保持一定业绩贡献，新产品将陆续上线。其中，自研产品《一拳超人：

最强之男》于 6 月 19 日上线，该款产品由公司自己发行，产品业绩将在下半年逐步体现。《一拳超人：最

强之男》自上线以来市场表现突出，上线首日即取得 App Store 免费总榜第一，游戏类畅销榜第四，并两

次获得苹果商店推荐。公司研运一体战略目标初见成效。 

 2019 年下半年，公司将陆续推出《境•界：灵压对决》、《我的英雄学院：入学季》、《真红之刃》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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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不同类型游戏产品，原有产品及新产品的海外发行也将继续推进，公司积聚的优势研发产能和高效发

行能力将逐步体现。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所回购股份将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目前回购股份正在有序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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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3月，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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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

具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境内上

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2019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详见下表：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

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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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

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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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通知》的要求

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

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

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

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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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3 户，请见下表：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浩满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北京千惠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北京聚义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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