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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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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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宝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05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文毅

王翊臣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期
10A 栋 23 层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期 10A
栋 23 层

电话

0755-26733925

0755-26733925

电子信箱

ir@zqgame.com

ir@zqgam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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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81,068,133.67

144,219,445.61

25.55%

26,699,764.55

27,508,742.19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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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807,745.84

22,671,028.84

-1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180,095.25

-24,487,749.20

39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3.60%

-0.09%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449,717,775.50

1,227,887,863.96

18.07%

809,350,663.26

749,629,104.19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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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德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控股有限公司

27.47%

72,713,262

0

宝德科技集团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份有限公司

15.03%

39,780,000

0

0.42%

1,111,924

833,943

乌鲁木齐南博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企业（有限合伙）

0.37%

982,428

0

郭振忠

境内自然人

0.34%

887,847

0

金岩

境内自然人

0.28%

732,600

0

李梅

境内自然人

0.24%

644,200

0

梁文海

境内自然人

0.23%

605,000

0

曲贵田

境内自然人

0.17%

458,855

0

汤金玉

境内自然人

0.17%

436,800

0

李瑞杰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
李瑞杰、张云霞夫妇。

1、股东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78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9,780,000 股； 2、
股东郭振忠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9,902 股，通过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47,945 股，实际合计持有 887,847 股；3.股东李梅通过普通证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账户持有 51,000 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93,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44,200 股；4.股东梁文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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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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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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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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联网游戏业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务情况如下：
1、公司继续在游戏产品的研发、发行与运营这一传统主营业务之基础上，不断加强对新游戏的研究
与开发，集中精力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游戏产品，稳定提升网络游戏市场份额和盈利水平；
2、公司紧跟互联网发展趋势，主动改变公司传统单一的主营业务现状，整合产业链资源，将游戏产
品与云计算技术有机结合，在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布局；
3、公司以现有游戏技术为支撑、将 VR/AR 技术与旅游产业相融合，探索建立互联网娱乐与传统旅游
产业有机结合的新型科技文化主题公园，走科技文旅发展之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06.81 万元，同比增长 25.55%；实现营业利润 1,919.91 万元，同比
下降 12.04%；实现利润总额 2,453.34 万元，同比下降 5.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669.98 万元，同比下降 2.94%。
报告期内，由于以下因素影响，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具体说明如下：（1）自完成
对深圳宝腾互联收购以来，公司业务整合情况良好，完善了公司“游戏+云”的产业链布局，成为公司新
增稳定盈利点。（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由于公司处于内部业务优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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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并进行新业务领域布局建设和投资，从而对公司经营利润产生影响。（3）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
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7,892,018.71 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游戏业务与云服务业务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游戏业务和云服务业务双轮驱动的产
业布局初见成效，实现双业务共同增长。游戏业务方面：老牌红游保持着稳定的盈利能力，此外，公司还
开拓手游用户引流新打法，引入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高活跃量用户，使大型 MMORPG 联运产品《武动九
天》在各大信息流媒体中得到广泛宣传，效果显著，收益颇丰，而独代发行产品《街球艺术》作为中青宝
2019 年上半年的重头戏，于各大渠道上线后也取得热烈反响。云服务业务方面：公司子公司宝腾互联专注
于 IDC、云计算、DCOO 业务，同时以 IaaS 层服务为基础，积极寻求业务突破与创新，陆续围绕各项云增
值业务进行产品设计和平台整合，致力于为全行业客户提供全维度的数字化运维服务。
（三）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增强公司凝聚力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经营机制，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建立和完善公司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充
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公司凝聚力，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业绩回报，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议案》，最终以 6.18 元/股授予 12 名激励对象共 43.17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公司整体发展概述
目前游戏市场竞争激烈，面对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环境，公司在专注网络游戏的研发和运营，积累丰富
的经验及技术，努力把握市场需求、玩家心理和游戏行业动向，持续推出精品游戏的前提下，还积极整合
产业链资源，推出云服务业务，在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布局，实现了游戏业务和云服务
业务两大板块双轮驱动模式。此外，公司还兼顾科技文旅业务，以达到多板块相互协同发展、互为支撑的
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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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会计准则，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衔
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会

审批程序

备注
董事会 公司根据新准则要求，已于2019年1月1
日起调整报表相关项目，详见第十节、五
26（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收入
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本期列示 在“信
用减值损失”的金额为1,073,058.98 元。

董事 本期期末列示在“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的金额分别为0元、 116,844,216.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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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
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
个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利润表中新
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
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期初金额分别为 0 元、154,246,153.78
元；本期期末列示在“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的金额分别为 0 元、54,399,521.87
元，期初金额分别 为 0 元、53,373,071.49
元；本期列示在 “研发费用”的金额为
19,525,048.20 元， 上期由“管理费用”调
整至“研发费用”的 金额为 22,609,405.29
元；本期列示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列示）”金额为 0 元，上期由“减：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列示）”的金额为8,030,890.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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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变化

霍尔果斯中青聚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杭州九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乐山市宝腾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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