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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2021-058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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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世界 股票代码 00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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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骏 薛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 1 号院 4 号楼完美

世界 A 座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 1 号院 4 号楼完美

世界 A 座 

电话 010-57806688 010-57806688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pwrd.com zhengquanbu@pw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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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6,582,889.92 5,143,629,319.80 -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7,633,579.12 1,270,597,755.78 -7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236,623.98 1,152,299,142.08 -9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5,664,415.64 2,128,407,512.59 -8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66 -8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66 -8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12.5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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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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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7,224,428.79 15,506,930,273.09 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58,278,444.75 10,835,317,579.98 -3.48% 

注：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股份 2,925,050 股；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股份 5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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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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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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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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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75,000 

池宇峰 境内自然人 7.69% 149,122,401 111,841,80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0% 99,011,472    

天津东富锐进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5.00% 96,99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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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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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34,395,552  质押 20,266,640 

钱桂英 境内自然人 1.29% 24,971,319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62% 12,091,88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企业能力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9,530,684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48% 9,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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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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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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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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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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0,658.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18.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63.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79.72%。其中，游戏业务处在品牌升级和产品创新迭代的过渡阶段，多方面因素对收

入和利润造成阶段性影响；影视业务于报告期内稳健发展。 

1． 游戏业务板块 

近年来，公司游戏业务围绕“精品化”、“多元化”、“国际化”等核心发展战略，连续推出了《诛仙》手游、《完美世界》

手游、《新笑傲江湖》手游等多款精品游戏，保持了良好稳健的业绩增长态势。近三年游戏业务净利润实现了 19.70%的年复

合增长率；伽马数据显示，2020 年公司核心品类 MMORPG 的市场占有率达 24.40%。 

2021 年 4 月，公司召开游戏战略发布会并展出了 20 余款新游储备。由完美世界 IP、诛仙 IP、武侠 IP 矩阵、魔幻 IP

矩阵等旗舰经典产品构筑的优势品类形成了稳固的基本盘，持续贡献稳定收益；在夯实基本盘的基础上，公司力求突破，开

拓创新打造全新潮流新品，扩宽赛道多元布局，在研产品聚焦“MMO+X”与“卡牌+X”两大核心赛道，涵盖 MMORPG、

回合制、ARPG、卡牌、沙盒、休闲等多种类型，涉及二次元未来科幻、二次元日式幻想、西方魔幻、东方仙侠、东方武侠

等多种题材，融合了开放世界等全新元素。公司“聚焦、长线”的产品思路更加明确，将提供更优秀的产品，服务更广泛的

用户，产能提升也有望迈上新台阶。 

此外，公司拥有丰富的顶级 IP 储备。2020 年初至今，公司与光线传媒旗下彩条屋影业达成战略合作，获得《哪吒之魔

童降世》《姜子牙》《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三大国产动画电影 IP 游戏改编授权，布局游戏与国漫的生态融合；公司与哔哩哔

哩、艺画开天签订合作协议，以备受好评的国产科幻动画剧顶流之作《灵笼》为基础，共同打造多端“灵笼”系列 IP 游戏；

同时，公司亦与温瑞安先生达成合作，未来将围绕温瑞安系列武侠 IP，在游戏领域创造出更多独具特色的诗意武侠精品。

公司还储备有《一拳超人》《百万亚瑟王》多个国际知名 IP，并通过《幻塔》《代号 R》《代号：棱镜》《梦间集 2》等在研游

戏丰富和巩固原创 IP 储备，相关游戏正在积极研发过程中。 

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处在品牌升级和产品创新迭代的过渡阶段，阶段性因素使得游戏业务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有所下降。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40,909.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21.75%；实现净利润 22,324.28 万元，较上年同期

同比下降 80.71%。 

1) PC 端游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经典端游产品《诛仙》《完美世界国际版》等持续贡献稳定收入，顶级电竞大作《DOTA2》《CS:GO（反恐精

英：全球攻势）》推进电竞业务健康发展。此外，依托公司旗舰 IP“诛仙”打造的次世代端游大作《诛仙世界》、动作向端游

产品《Perfect New World》正在积极研发中。其中，《诛仙世界》在 2021 年 7 月底举办的 China Joy 上首度亮相，吸引大量

玩家在现场试玩体验，精雕细琢的画面品质与细腻的场景表现力，赢得了玩家的一致好评与期待。 

2) 移动游戏突破创新，产品升级逐步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首款横版动作类单机手游《非常英雄救世奇缘》、首款 Roguelike 卡牌手游《旧日传说》、多元创新玩法

融合的 MMOARPG 手游《战神遗迹》、诛仙首款创新回合 MMORPG 手游《梦幻新诛仙》先后公测。其中，《战神遗迹》手

游 5 月 20 日上线不到一小时即登顶国内 iOS 游戏免费榜，上线首日进入国内 iOS 游戏畅销榜前 10；《梦幻新诛仙》手游 6

月 25 日上线，上线次日即位列国内 iOS 游戏免费榜第 1 名，上线第三日即进入国内 iOS 游戏畅销榜前 5，上线首 30 天累计

流水超过 5 亿元，上线至今稳居畅销榜前列。 

新游戏在上线初期集中进行大量市场推广，费用一次性计入当期；玩家在游戏过程中逐步充值，同时充值在玩家生命周

期内分期确认为收入，递延计入后期。因此，第二季度上线的新游戏在销售费用全部确认在当期、充值收入大部分递延至后

期的共同影响下，拉低了报告期内游戏业务利润，新游戏的业绩贡献将在后续报告期逐步释放。 

同时，受疫情影响，上年同期游戏业务形成较高基数。随着疫情逐步消退，报告期内公司《诛仙》手游、《完美世界》

手游、《新笑傲江湖》手游等主力游戏流水相较于上年同期自然回落，疫情带来的上年同期高基数对报告期内业绩的同比变

动产生一定影响。 

展望未来，强大的技术底蕴、扎实的引擎功底、丰富的游戏创意与立体化的营销策略有机结合，为《梦幻新诛仙》等新

游戏的长线运营提供了稳固基石，新游戏带来的业绩贡献有望在后期逐步释放。同时，公司在持续扩大核心品类竞争优势的

基础上，加速多元化战略落地，在研产品聚焦“MMO+X”与“卡牌+X”两大核心赛道，涵盖 MMORPG、回合制、ARPG、

卡牌、沙盒、休闲等多种类型，在美术风格和玩法设计上加入二次元、开放世界等全新元素。在游戏研发及运营思路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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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秉持长线理念，以长线优质产品服务更广泛的用户。公司游戏业务突破求变、多元化布局及长线运营的成效有望逐步落

地。目前，公司有《幻塔》《完美世界：诸神之战》《一拳超人：世界》《天龙八部 2》等多款重磅游戏正在积极推进中。其

中，《幻塔》手游自 2020 年 6 月首次曝光以来，以废土轻科幻的美术风格与高自由度世界的探索玩法，持续吸引广大玩家关

注，测试过程中研发团队与用户之间良好互动，自然口碑和自传播效应显著，有望为公司新品类的突破打开新的格局。 

3）海外业务布局调整聚焦 

报告期内，为了更好地贯彻全球化发展战略，公司调整海外游戏布局，关停部分表现不达预期的海外游戏项目，并优化

相关项目人员。相关项目前期研发支出、关停过程中的充值返还、人员优化支出、与相关合作方的协议安排等事项于报告期

内产生一次性亏损约 27,000 万元。 

经过上述调整，公司海外游戏业务布局更加清晰，研发重心将聚焦在单机游戏、移动游戏等方向，同时研发团队更加精

炼，更加符合海外区域的人才特点和市场情况。此外，公司的海外发行团队也日渐成熟，海外自主发行实力不断提升，有望

为海外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电竞业务深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从电竞产品运营、赛事体系打造、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着手，进一步深化电竞领域布局。公司于 2021

年 1 月开启 DOTA2 冬季职业巡回赛-中国联赛（DPC 中国联赛），作为 VALVE 官方指定的 DOTA2 全球顶级联赛，该赛事

已经成为锻造全球 DOTA2 职业生态的核心赛事体系的中坚力量；2021 年 4 月，公司举办了 2021RMR 亚洲区春季赛-完美

世界 CSGO 联赛第一赛季（PWL S1），该赛事已经成为 VALVE 官方指定的 2021RMR 亚洲区春季赛事。同时，报告期内公

司举行了首届完美电竞嘉年华，以实景互动、虚拟现实、游戏试玩、舞台比赛等为用户带来沉浸式体验，受到玩家广泛好评。

此外，蒸汽平台项目有序推进，目前正在上线测试中。 

5）持续投入研发 夯实底蕴根基 

作为一家以技术驱动的企业，公司一直坚持“内容为体、技术为翼”的发展之道，在引擎研发、商业引擎应用、3D 建

模与渲染等核心技术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并积极推动 VR、AR、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游戏研发中的应用，二十余

年的技术累积造就了深厚的研发底蕴。在前沿技术应用上公司大胆尝试，近年来在游戏研发中成功应用了“可交互特效系

统”、“3A 级面部”、“次时代风场”、“超拟真材质”等前沿技术。《梦幻新诛仙》手游与杜比实验室达成合作，在游戏内集成

杜比全景声体验，将空间音频技术引入到手游，实现行业创新，让手游感受影院级的沉浸式体验。此外，该游戏在游戏体验

方式及 U3D 引擎的深度改写能力等方面的出色表现，集中体现了公司坚持长期技术投入的价值。公司在技术领域的不断创

新升级，为持续产出精品游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此外，公司搭建了包括技术中台、美术中台和数据中台在内的强大的中台支持体系，中台部门的高效运转大大提升了公

司游戏制作的工业化效率及产品的成功率，研发经验的内部分享、积累和传承也更加流畅和系统化。 

2． 影视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影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2,923.67 万元。公司继续秉持“内容为上、匠心精品、审时度势、开放共赢”的理

念，加快推进库存项目的发行和排播，同时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在新项目的立项及开机中采取更加聚焦的策略，实现影视

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出品的《上阳赋》《暴风眼》《爱在星空下》《明天我们好好过》《小女霓裳》《理想照耀中国》《温

暖的味道》《光荣与梦想》《壮志高飞》等多部精品电视剧、网剧相继播出，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此外，公司储备的《舍

我其谁》《昔有琉璃瓦》《月里青山淡如画》《和平方舟》《山河表里》等影视作品正在制作、发行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