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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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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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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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3,266,080.75 16,584,903,565.67 -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134,139,319.53 7,964,168,464.57 2.1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46,198,317.88 -4.65% 5,513,093,648.60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5,534,610.62 31.62% 1,317,396,330.50 2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8,218,230.65 0.39% 1,104,990,944.33 1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41,787,231.91 -258.98% -482,886,998.10 -33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32.26% 1.00 21.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32.26% 1.00 2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9% 0.94% 15.63% 1.49%

注：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共计 13,756,993 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回购

股份属于库存股，在计算每股收益时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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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06,654.53
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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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0,790.1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047,595.94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40,127.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929,099.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0,6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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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12,405,38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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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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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6% 460,944,729 460,944,729 质押 403,390,000

池宇峰 境内自然人 13.41% 176,344,734 176,344,734 质押 102,67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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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 153,494,594 153,494,594 质押 118,610,000

深圳市恒泰永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恒泰稳增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9% 91,89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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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53,233,623 13,651,697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30,334,703 0 质押 12,464,000

陈根财 境内自然人 2.22% 29,160,6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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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26,327,392 7,796,860 质押 8,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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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21,869,998 0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二号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21,246,352 21,24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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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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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泰永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恒

泰稳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8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890,000

天津广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581,926 人民币普通股 39,581,926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0,334,703 人民币普通股 30,334,703

陈根财 29,160,618 人民币普通股 29,160,618

天津分享星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869,998 人民币普通股 21,869,998

天津嘉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30,532 人民币普通股 18,530,532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12,994,193 人民币普通股 12,994,19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2,000,148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14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644,173 人民币普通股 11,644,17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99,149 人民币普通股 6,49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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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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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数增加375.69%，主要系处置院线业务的应收股权转让款所致。 

2. 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1.05%，主要系影视业务持续发展，投资拍摄的影视剧增加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6.76%，主要系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所致。 

4. 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主要系在建工程完工所致。 

5. 商誉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7.43%，主要系处置院线业务，相关商誉减少所致。 

6.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5.51%，主要系处置院线业务，相关长期待摊费用减少所致。 

7. 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94.34%，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1.69%，主要系本期处置院线业务及应付游戏分成和市场费用减少所致。 

9.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7.23%，主要系上年末余额中的年终奖金于本期发放所致。 

10. 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0.77%，主要系本年缴纳上年企业所得税所致。 

11.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4.12%，主要系本期处置院线业务及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所致。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主要系银行借款到期归还所致。 

13. 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92.62%，主要系处置院线业务，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所致。 

14.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81.37%，主要系美元升值，以美元为本位币的境外经营财务报表产生的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0.20%，主要系本期处置院线业务，院线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2. 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1.46%，主要系汇兑损益变动影响所致。 

3.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99.48%，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减少所致。 

4. 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05.29%，主要系处置祖龙（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少量股权及美国环球影业片单投

资产生的收益增加所致。 

5.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发生额34,130,630.65元，主要系本期处置无形资产所致。 

6. 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249.47%，主要系部分子公司的税收优惠从免税期过渡到所得税减半期以及部

分子公司扭亏为盈所致。 

7.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31.11%，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82,886,998.10元，去年同期为207,897,468.23元，经营活动为净流出，主

要系本期影视剧业务规模扩大，用于影视剧投资及制作的现金支出较大以及游戏业务预付的分成款、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

致。 

2.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47,013,906.73元，与去年同比增加85.05%，主要系收回处置院线业务的

股权转让款，以及本期较去年同期股权投资减少所致。 

     3.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14,218,386.67元，现金净流出额与去年同比增加89.70%，主要系本期回购股

份、偿还银行到期贷款以及分红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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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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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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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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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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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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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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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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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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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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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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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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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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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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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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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2018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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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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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元且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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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31日，公司召开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于2018年8月6日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18年8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18年9月4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2018

年9月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的公告》，2018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3,756,9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最高成交价28.05元/股，最低成交价22.51

元/股，回购总金额为346,135,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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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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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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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66% 至 29.59%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65,000 至 195,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50,470.8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发展良好，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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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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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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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497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69,700 27,000 0

合计 170,197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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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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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自有

资金 

2018

年 02

月 23

日 

2018

年 03

月 23

日 

银行

间和

交易

所市

浮动

收益

类 

3.64% 21.15 21.15 收回  是 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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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信

用级

别较

高、流

动性

较好

的金

融资

产和

金融

工具

合计 40,000 -- -- -- -- -- -- 21.15 21.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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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