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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池宇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映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闫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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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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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315,326,866.80 16,629,394,610.73 16,629,394,610.73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171,256,222.88 9,514,714,569.45 9,514,714,569.45 17.4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918,428,

093.46 

2,155,831,

883.01 

2,155,831,

883.01 
35.37% 

8,062,057,

413.26 

5,812,185,

526.34 

5,812,185,

526.34 
3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5,971,44

0.90 

455,204,59

8.37 

455,204,59

8.37 
17.74% 

1,806,569,

196.68 

1,475,521,

310.13 

1,475,521,

310.13 
2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18,817,55

9.19 

446,537,55

3.63 

446,537,55

3.63 
16.19% 

1,671,116,

701.27 

1,419,574,

991.07 

1,419,574,

991.07 
1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31,112,61

7.94 

650,171,24

9.12 

650,171,24

9.12 
12.45% 

2,859,520,

130.53 

817,341,30

8.09 

817,341,3

08.09 
24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5 0.23 21.74% 0.93 1.14 0.76 22.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5 0.23 21.74% 0.93 1.14 0.76 22.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8% 4.87% 4.87% 0.01% 17.41% 16.23% 16.23% 1.18% 

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包括以资本公积金向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2019 年度权益分派已于本报告期实施完毕，本报告期、年初至报告期末及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

每股收益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份数量调整并列报。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累计 571,200 股。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集中竞

价方式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累计 70,000 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回购股份属于库存股，在计算每股收益及每

股净资产时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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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9,297,407.78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等

资产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333,557.8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5,491,786.77 理财产品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597,834.3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838,621.22 主要为收到的赔偿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430,190.42 

进项税加计扣除、联营企业发生

的一次性上市费用对投资收益

的影响及其他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879,588.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61,645.72  

合计 135,452,495.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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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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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33% 491,300,348  质押 161,499,766 

池宇峰 境内自然人 7.69% 149,122,401 149,079,300   

北京东富锐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96,995,898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4.41% 85,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7% 77,005,769    

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8% 59,747,365  质押 27,600,000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 45,502,054  质押 23,170,000 

钱桂英 境内自然人 1.22% 23,753,09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1.18% 22,882,73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

盘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15,999,96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1,300,348 人民币普通股 491,300,348 

北京东富锐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6,995,898 人民币普通股 96,995,898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8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7,005,769 人民币普通股 77,005,769 

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747,365 人民币普通股 59,747,365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5,502,054 人民币普通股 45,502,054 

钱桂英 23,753,090 人民币普通股 23,753,09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22,882,733 人民币普通股 22,882,73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盘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99,965 人民币普通股 15,999,9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3年封闭运

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4,875,249 人民币普通股 14,875,2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完美控股和快乐永久为池宇峰控制的公司，完美控股、快乐永久和池

宇峰构成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情况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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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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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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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34.36%，主要系本期收回代垫款及股权转让款所致； 

2、存货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28.95%，减少主要系下述两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一方面影视业务存货随收入的确认结转

至成本，存货余额相应减少；另一方面游戏业务部分递延成本构成新收入准则下的合同履约成本，由其他流动资产重分类至

存货，存货余额相应增加，部分抵减影视业务存货减少带来的存货余额下降； 

3、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较上年末增长37.02%，主要系对联营企业的投资、确认投资收益及其他权益变动的综合影响所

致； 

4、在建工程期末数较上年末增长287.71%，主要系进行中的装修工程所致； 

5、无形资产期末数较上年末增长32.40%，主要系游戏研发形成无形资产及取得IP授权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上年末增长153.21%，主要系本期新增一年以上定期存款所致； 

7、预收款项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602,152,255.46元，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1,048,350,299.64元，合同负债期末数较

上年末增加1,737,638,346.22元，主要系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要求，将符合准则要求的预收款项及递延收入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80.59%，主要系公司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9、长期借款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50.34%，主要系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10、递延收益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80.00%，主要系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本期冲减成本费用所致； 

11、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96.97%，主要系公司购买石河子市君毅云扬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的全部投资份额所致； 

12、股本期末数较上年末增加646,464,251.00元，资本公积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436,782,343.55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确认联营企业其他权益变动的综合影响所致； 

13、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268.90% ，主要系本期美元贬值，以美元为本位币的境外经营财务报表产生的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62,057,413.2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71%，主要系公司游戏业务发展良好，收

入大幅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64.20%，一方面收入增长带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本期由公司自主发行

的游戏产品占比大幅提高、授权第三方代理发行的游戏产品占比降低。自主发行模式下，公司按照玩家充值确认收入、渠道

分成确认成本，授权第三方代理发行模式下，公司按照取得的净分成款确认收入，游戏收入结构中自主发行游戏占比的提高

也带来了营业成本的增加，并使得营业成本增长比例超过营业收入； 

3、销售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66.73%，主要系随游戏业务规模的扩大及本期游戏收入结构中自主发行游

戏占比的大幅提高，市场宣传及推广费用、发行运营人员的薪酬相应增加所致； 

4、其他收益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37.50%，主要系本期政府扶持款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57.29%，主要系本期出售联营企业部分股权及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的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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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用减值损失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数减少172.79%，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余额下降带来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9,024,164.11元，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所致； 

8、营业外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410.73%，主要系本期获取赔偿金增加所致； 

9、营业外支出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98.76%，主要系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44.00%，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引起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49.86%，主要系游戏业务表现良好带来的流水增

加及影视项目投资款较同期减少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出678,661,935.33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185,734,387.84元，主要

系本期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的净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加及增加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55.77%，主要系本期购买石河子市君毅云扬股权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投资份额带来的现金流出所致；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156,366,997.16元，主要系上述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流出综合作用的净

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股权激励计划草案：2015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草案和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

查意见。2015年6月17日，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股权激励对象134人，授予股票数量165万股，

授予价格29.18元/股，分四期授予。 

2、股票期权授予价格调整：2015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因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9.18元/股

调整为29.14元/股。 

3、股票期权授予：2015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确定2015年7月3日为股票期权授予日，同意向134名授予对象授予165万股公司股票，授予价格29.14元/股。   

4、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2015年8月24日，公司完成了《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

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为完美JLC1，期权代码为037697，此次登记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情况与公司前次在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示内容一致，未有调整。 

5、股票期权授予价格调整：2016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因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9.14

元/股调整为29.11元/股。 

6、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调整：2016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首先确定因肖

某某、赵某某等24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将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业务；其次确定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34名调整至110名，首期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由1,650,000份调整至1,271,450份。公司监事会就激励对象是否符合可行权条件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就股票期权数量调整及

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2016年7月25日，公司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

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 

8、股票期权授予价格调整：2017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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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因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9.11

元/股调整为29.02元/股。 

9、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调整：2017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首先，自2016

年7月3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因17名被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同时因1名激励对象年度考核未达

标，公司将注销上述部分股票期权；其次，确定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10名调整至93名，首期股票期权总数由1,271,450份调整至1,142,584份。公司监事会就激励对象是否符合

可行权条件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就股票期权数量调整及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0、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2017年7月14日，公司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

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 

11、股票期权授予价格调整：2018年5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因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9.02元/股

调整为28.85元/股。 

12、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调整：2018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首先，自2017年7

月1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因15名被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将注销上述部分股票期权；其次，

确定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93名调整至78名，首期股

票期权总数由1,142,584份调整至1,076,057份。公司监事会就激励对象是否符合可行权条件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就股票期权

数量调整及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3、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2018年7月18日，公司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

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 

14、股票期权授予价格调整：2019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因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8.85

元/股调整为28.67元/股。 

15、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调整：2019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首先，自2018

年7月3日起至2019年7月2日止，因11名被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将注销上述部分股票期权；其

次，确定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78名调整至67名，首

期股票期权总数由1,076,057份调整至1,043,006份。公司监事会就激励对象是否符合可行权条件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就股票

期权数量调整及第四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6、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2019年7月26日，公司发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部分第四个行权

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 

17、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期权数量调整：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将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28.67元/股调整为18.95元/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49,003份调整至373,504份。 

（二）员工持股计划 

1、2015年6月29日和2015年7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完美环球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设立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2016年1月6日，鉴于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将设立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

金所发行的股份，根据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终止<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的议案》，同意终止《完美环球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 

2、2016年1月6日和2016年2月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完

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配套融资方式）（一）>的议案》和《关于<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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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配套融资方式）（二）>的议案》。  

3、2016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配套融

资方式）（一）（修订稿）》和《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配套融资方式）（二）（修订稿）》，对

员工持股计划中的存续期和持有人权益处置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 

4、2016年6月16日，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股份已发行完成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

个月。 

5、2019年6月18日，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股份锁定期满并上市流通。 

6、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提示性公告，提示员工持股计划将于2020年12月15日存续期届满。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8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决

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的股份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

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且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6

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019年9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2019年9月21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2019年10月9日、2019年11月2日、2019年12月3日、2020年1月4日、2020年2月4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2020年2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延长股份回购实施期限的公告》，将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8月5

日，即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自2019年8月6日起至2020年8月5日止。除回购期限延长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2020年3月3日、2020年4月2日、2020年5月6日、2020年6月2日、2020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经慎重考

虑决定终止实施回购方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57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42%，最高成交价28.80元/

股，最低成交价27.70元/股，交易总金额为16,020,951元（不含交易费用）。 

    相关公告均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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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动 

境内外

股票 

02101.H

K 
福禄控股 

6,946,30

2.00 

公允价

值计量 
 
-1,591,9

43.55 
 

6,946,3

02.00 
 
-1,591,9

43.55 

5,354,3

58.4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6,946,30

2.00 
--  

-1,591,9

43.55 
 

6,946,3

02.00 
 
-1,591,9

43.55 

5,354,3

58.45 
-- --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完美世界（北

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49号）核准，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

普通股（A股）股票212,463,532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3.53345元，募集资金50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495,117.4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6月3日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211474号）。 

2、截至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505,225.61万元，其中偿还银行贷款80,0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万元，影视剧投资项目287,225.61万元，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70,000.00万元，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项目

8,000.00万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20,875.23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0,767.06万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29,300 51,200 0 

合计 229,300 51,2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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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类

型 

产品类

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投向 

报

酬

确

定

方

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

概述

及相

关查

询索

引（如

有） 

招商

银行 
银行 

浮动收

益类 
67,000 

自有

资金 

2020

年 04

月 01

日 

2020

年 04

月 08

日 

银行间和

交易所市

场信用级

别较高、流

动性较好

的金融资

产和金融

工具 

到

期

一

次

付 

2.74% 35.21 35.21 收回   是 是 无 

合计 67,000 -- -- -- -- -- -- 35.21 35.21 --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0 年 07 月

23 日 
线上 电话沟通 机构 

博时基金、汇添富基金、汇丰晋

信基金、安信基金、华夏基金、

天弘基金、招商基金、中金基金、

兴全基金、华宝基金、东吴基金、

银华基金、鹏华基金、财通基金、

景顺长城基金、海富通基金、中

邮基金、人保资产、新华资产、

公司上半年业务发

展情况及未来发展

战略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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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资产、平安养老、高毅资管、

东方资管、财通证券、红杉资本、

沣京资本、招商证券、天风证券、

中金证券、东吴证券等券商分析

师及机构投资者 

2020 年 09 月

01 日 
线上 电话沟通 机构 

汇添富基金、华安基金、国泰基

金、博时基金、太平基金、建信

基金、安信基金、招商基金、华

宝基金、嘉实基金、申万菱信基

金、华夏基金、中邮基金、方正

富邦基金、中银基金、融通基金、

银华基金、东吴基金、海富通基

金、长盛基金、趣时资产、农银

汇理基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汇丰晋信基金、九泰基金、万家

基金、平安养老、前海人寿、新

华资产、国联安基金、泓澄投资、

人保资产、泰康人寿、鼎晖投资、

东吴证券、华泰证券、申万宏源

证券、中金证券、招商证券等券

商分析师及机构投资者 

公司近期业务发展

情况及未来发展战

略 

www.cninf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