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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完美环球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完美世界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002624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闫新广

钱婷娜

电话

010-57806688

010-57806688

传真

010-57805227

010-57805227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pwpic.com

zhengquanbu@pwpi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114,629,021.89

247,677,059.01

2,163,475,485.69

-2.26%

382,234,889.42

39,661,885.39

339,282,435.43

1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2,062,809.26

17,981,797.24

17,981,797.24

35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856,690.06

-93,978,417.53

146,258,915.10

-42.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08

0.31

9.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08

0.31

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2%

5.11%

19.83%

2.49%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后

调整后

11,951,902,206.87

3,030,764,218.06

4,928,969,888.27

142.48%

6,434,205,536.34

1,025,750,189.91

1,117,423,978.65

4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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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10,287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完美世界（北京）数字科技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35.06%

460,944,729

460,944,729 质押

460,880,000

池宇峰

境内自然人

13.41%

176,344,734

176,344,734 质押

20,967,292

石河子市骏扬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8%

153,494,594

153,494,594 质押

89,910,000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0%

122,224,703

122,224,703 质押

101,684,703

天津广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5%

61,112,351

40,955,091 质押

40,000,000

天津分享星光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

44,562,431

天津嘉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

34,902,944

25,087,438 质押

26,680,000

陈根财

境内自然人

2.62%

34,432,045

16,875,000 质押

17,105,000

陈连庆

境内自然人

1.85%

24,376,613

0 质押

6,900,000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二号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2%

21,246,352

0

21,246,3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曾映雪担任天津广济的普通合伙人，同时是天津嘉冠的有限合伙人，
因此，天津广济与天津嘉冠存在关联关系。2. 完美数字科技和快乐永久
为池宇峰控制的公司，完美数字科技、快乐永久和池宇峰构成一致行动
人。3. 陈连庆为陈根财的父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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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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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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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快乐永久、完美数字科技和池宇峰

变更日期

2016 年 06 月 1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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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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大众消费观念升级，产业链趋于完善，互联网在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中的
优化和集成作用日益凸显，以IP为主线、“泛娱乐”概念为指导的发展模式成为文化产业的主流。
在公司影视业务方面，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电视剧业务，大力发展电影业务，积极拓展综艺栏目业务，适时发展艺人经
纪、商务植入及其他业务，逐步完善公司产业链条。
在公司游戏业务方面，公司定位精品化，深度布局新兴细分市场，利用多元化、全球化优势，形成了“全球制作、全球
发行、全球伙伴”的发展模式。
在资本运作领域，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成功将大股东的游戏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形成“影游”联动优势；
与此同时，公司紧抓市场机遇，通过设立影视投资基金、与美国环球影业展开合作等资本运作，拓展公司全球电影业务。
在人才储备和员工激励方面，配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电影发行团队和内容制作团队，增加游戏重点发展
领域的人才储备；通过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82亿元，同比增长12.66%。
报告期内，公司遵循在2015年度报告中披露的2016年公司经营计划开展工作：
（1）电视剧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延续精品电视剧路线，《神犬小七第二季》和《麻辣变形计》已经实现销售，其中《神犬小七第二季》
7月份在湖南卫视首播，取得同时段收视率第一；《麻辣变形计》预计2016年8月播出；其他电视剧项目如《思美人》、《娘
道》、《虎胆雄鹰》等项目都在推进中。
（2）电影业务：
报告期内，《极限挑战-电影》、《分歧者3》已上映，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收入和口碑；其他项目都按计划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影视基金，参与投资了美国环球影业的影片投资，并享有其影片的全球收益分配，实现了公司影视
内容全球化生产和运营的第一步。
（3）综艺栏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了《极限挑战2》《跨界歌王》两档综艺节目，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率。
（4）艺人经纪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发展艺人经纪业务，依托制作平台和管理优势，构建和完善艺人的挖掘、培养和运营机制，加快
艺人培养速度，全面提升艺人价值。
（5）在演出市场及其他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周杰伦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两地的演唱会，预计会在2016年下半年实现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旗下知名IP《神犬小七》，联合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共同推出《神犬小七》系列儿童音乐剧，开展相
关周边产品的线上和线下销售，逐步推进IP全产业链的开发和运营。
（6）在资本运作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成功将大股东的完美世界游戏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形成“影游”联动优势。
完美世界游戏在电子竞技等细分游戏市场积极布局，取得了国际电竞游戏大作CS:GO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代理权，并先后推出
了《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诛仙》等移动游戏，广受市场欢迎；与此同时，完美世界影视紧抓市场机遇，通过
设立影视投资基金、与美国环球影业展开合作等资本运作，拓展公司全球电影业务。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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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子公司石河子浩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完美无限影业
有限公司、承德建信瀚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和曦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收购了Magic design Studios和完美世界游戏。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