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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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巍巍

随志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86 号完美世界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86 号完美世界大厦

电话

010-57806688

010-57806688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pwrd.com

zhengquanbu@pwrd.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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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666,895,330.72

3,588,045,578.56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1,861,719.88

671,352,885.75

1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6,772,713.68

605,308,419.07

16.76%

-241,099,766.19

275,251,252.11

-18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1

15.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1

15.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3%

8.90%

0.53%

营业收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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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01,036,008.59

16,584,903,565.67

3.11%

8,546,462,546.37

7,964,168,464.57

7.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11,775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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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51,1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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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根财

境内自然人

2.22%

29,15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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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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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22,113,8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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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6,352

7,796,860 质押

12,464,000

8,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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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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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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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6,689.53万元，营业成本为148,212.01万元，营业成本主要包括代理游戏分成、渠道分
成、IP分成、影视剧制作成本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板块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一）游戏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6,298.51万元。
端游方面，
《诛仙》、
《完美世界国际版》、
《DOTA2》等经典端游大作表现稳定；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推出的《Subnautica
（深海迷航）》受到玩家广泛欢迎，位列Steam全球2018年上半年游戏畅销榜TOP20。此外，2018年6月，公司与Valve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建立Steam中国。通过搭建Steam中国，公司将引入海外优秀的端游产品，并支持中国广大游戏开发企业
及其产品更好地走向海外市场。在内容制作的基础上，Steam中国的平台布局有望助力公司端游业务整体的持续、稳健增长。
移动游戏方面，《诛仙手游》、《射雕英雄传2》等延续稳定表现，报告期内上线的《轮回诀》、《烈火如歌》及《武
林外传手游》表现良好，为公司带来良好收益的同时带来了大批年轻用户和女性用户。报告期内，部分游戏产品由于生命周
期所处阶段的原因，收入贡献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研发方面，公司持续加大新游戏的研发及细分游戏市场领域的布局，目
前公司有《完美世界手游》、《云梦四时歌》、《梦间集天鹅座》、《神雕侠侣2》、《新笑傲江湖》、《我的起源》等数
款涵盖MMORPG、二次元、沙盒、SLG等多种游戏类型的项目正在研发中。
主机游戏方面，《无冬OL》主机版及《星际迷航》为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和良好的口碑。在此基础上，公司将
继续大力开拓主机市场。目前，《非常英雄》、《Magic The Gathering》、《Torchlight Online》、《完美世界》主机版等项
目正在研发中，公司将依托在主机市场的优势，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加强全球化布局。
（二）影视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影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0,391.02万元。
电视剧方面，公司推出的《利刃出击》、《烈火如歌》、《忽而今夏》、《归去来》、《走火》、《最美的青春》、《香
蜜沉沉烬如霜》等精品电视剧、网剧于2018年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利刃出击》作为首部深度聚焦武警特战题材的电视
剧，卫视播出收视率名列前茅；《烈火如歌》作为公司和参股公司西安嘉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大剧，以超过
80亿的网络播放量位居18年上半年网剧总播放量榜首，得到了市场的一致认可；《忽而今夏》作为公司上半年推出的精品网
剧，累计播放量已超过17亿，并以8.2分的豆瓣评分高居18年电视剧口碑榜榜首；《归去来》首次聚焦留学生群体，在探讨
个人梦想和信仰的同时又兼具国家情怀，取得了双台收视破1、网络播放量超过98亿的好成绩，并且受到广电总局、光明日
报的高度表扬；《走火》作为国内首部全景式展现铁路警察工作状态和职业素养的作品，凭借鲜活出彩的角色和贴合热点的
真实案例，迅速攻占市场占有率，实时收视率多次跃居同时段第一，并树立了优质口碑；《最美的青春》作为一部正能量大
剧，弘扬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该剧实时直播关注度接连多次破2，稳居同时段52城央卫视
黄金档收视排行榜榜首，成为社会一大热点；《香蜜沉沉烬如霜》自播出后，全国网、52城和35城省级卫视黄金档收视率均
排名第一，截至目前，网络累计播放量已超过50亿，豆瓣评分高达7.6分，成为口碑、收视率和网络播放量齐飞的精品大剧。
电影方面，公司推出的网络大电影《灵魂摆渡·黄泉》分账票房突破4500万元，播放量近2亿，并在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中荣获“年度精品网络电影”等4项大奖，成为上半年最受欢迎的网络大电影之一。同时，与美国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s）
（以下简称“环球影业”）的片单投资及战略合作继续按计划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的《侏罗纪世界2》表现不俗，
截至目前全球票房突破12亿美元。
综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制作了《欢乐中国人第二季》、《向往的生活2》、《无限歌谣季》、《极限挑战4》
等综艺节目，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及收视率。
随着公司产业链的延伸及业务规模的扩大，多款精品游戏、影视剧及综艺节目的良好表现，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8,186.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050.88万元，上升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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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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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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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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