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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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世界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24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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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3,923,301,537.63

4,206,582,889.92

-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7,476,657.67

257,633,579.12

341.51%

670,548,739.89

38,236,623.98

1,65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1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利润（元）
418,055,671.71

325,664,415.64

28.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13

36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13

36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8%

2.40%

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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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84,732,819.60

17,039,505,936.95

-8.54%

8,989,266,689.72

10,290,047,984.60

-12.64%

注 1：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6.73%，主要系公司调整海外游戏业务布局，出售美国研发工作室及相关
欧美本地发行团队，该交易于报告期内完成，相关欧美子公司自 2022 年 2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扣除上述合并范围变动
的影响后，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58%，其中游戏业务本期实现收入 369,267.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20%，
影视业务本期实现收入 11,989.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3.56%。
注 2：计算每股收益时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员工持股计划专户持有的相关股份。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18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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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池宇峰
天津东富锐进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钱桂英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德清骏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4.33%
7.69%

471,920,348
149,122,401

国有法人

5.00%

96,995,898

境外法人

3.19%

61,813,454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5%

45,502,054

境内自然人

1.07%

20,832,719

其他

0.89%

17,263,250

其他

0.75%

14,535,273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13,612,050

其他

0.48%

9,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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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88,529,640

质押

32,480,000

111,84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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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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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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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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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2,330.1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747.6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341.51%；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7,054.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653.68%。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6.73%，主要系公司调整海外游戏业务布局，出售美国研发工作室及相关
欧美本地发行团队，该交易于报告期内完成，相关欧美子公司自 2022 年 2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扣除上述合并范围变动
的影响后，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58%，其中游戏业务本期实现收入 369,267.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20%，
影视业务本期实现收入 11,989.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3.56%。
1．游戏业务板块
（1）聚焦创新变革与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创新变革与转型升级，夯实经典品类优势，发力创新品类突破，在研产品围绕“MMO+”与“卡牌+”
两大核心赛道布局，推动游戏业务健康发展。
PC 端游及主机游戏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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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电竞业务稳健发展。依托公司旗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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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积极研发过程中。其中，《诛仙世界》将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开启首次测
试，独特的新国风美术风格和媲美电影的画质，获得市场与玩家广泛关注。
移动游戏方面，公司持续推动经典品类迭代升级，加大创新品类突破转型，助力游戏业务稳健发展。报告期内，轻松
竖版 3D 手游《完美世界：诸神之战》于 2022 年 1 月公测，创新的横竖屏切换设计为玩家提供全新 MMO 体验，夯实公司
经典品类优势。轻科幻开放世界手游《幻塔》持续进行版本更新与迭代，不断发力建设游戏内容，并通过前瞻直播、品牌
联动、玩家创作生态培育等方式升级运营体系，推进游戏体验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取得国内 iOS 游戏畅销榜第四名的好成
绩，验证了公司在创新品类 突破转型的研发实力、年轻向品类的发行能力以及强中 台体系的赋能价值。创新回合
MMORPG 手游《梦幻新诛仙》于 2022 年 6 月上线一年，开启周年庆版本，以扎实的产品力及开拓性的运营思路，赢得玩
家一致好评，位居国内 iOS 游戏畅销榜第六名，验证了公司游戏产品长线运营的精品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73,614.5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258.7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429.73%。公司调整海外游戏业务布局，出售美国研发工作室及相关欧美本地发行团队，
该交易于报告期内完成，确认处置收益约人民币 40,000 万元，同时相关欧美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扣除上述欧美子公
司的影响后，报告期内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69,267.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20%；扣除上述处置收益及其他游戏业
务相关的非经常性项目后，报告期内游戏业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385.0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9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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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游戏业务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包括：上年同期，公司优化部分表现不达预期的海外游戏项目，
产生一次性亏损约 27,000 万元；同时，上年同期公司上线的《梦幻新诛仙》等新游戏，业绩贡献在当期尚未充分体现。
2022 年上半年，《梦幻新诛仙》《幻塔》《完美世界：诸神之战》等产品贡献了良好的业绩增量，助力游戏业务稳健发展。
目前，公司手游产品《黑猫奇闻社》《天龙八部 2》《朝与夜之国》《一拳超人：世界》《百万亚瑟王》《诛仙 2》
《完美新世界》《神魔大陆 2》以及端游产品《诛仙世界》《Perfect New World》《Have a Nice Death》等多款游戏正在积
极推进中，其中公司自研的都市悬疑悸动交互手游《黑猫奇闻社》将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正式上线。未来，公司将立足既
有优势，聚焦创新变革，持续推动游戏业务转型升级。
（2）双维度发力 游戏出海初见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游戏业务布局经过前期调整更加清晰，未来将围绕“海外本地化发展+国内产品出海”双维度发力。
海外本地化发展方面，公司明确地域侧重，同时选择更开放的年轻化团队，产品聚焦在更符合海外市场需求的品类上。国
内产品出海方面，公司多款在研游戏产品在类型、题材等方面较以往更适合全球发行，针对游戏出海的自主发行团队也调
整到位，国内产品出海将由授权第三方发行逐步向自主发行过渡。随着公司立足于全球发行品类的产品陆续上线，游戏出
海有望助力公司业绩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梦幻新诛仙》手游于 2022 年 3 月在海外多地同步上线。《幻塔》手游已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在欧美、日
韩、东南亚等全球多地正式上线，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
等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位列 iOS 游戏免费榜第 1 名，并在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进入 iOS 游戏畅销榜 Top10，取得良好市场表
现，助力公司海外业务进一步增长。
此外，公司蒸汽平台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举办首次游戏发布会，超过 80 款游戏新品亮相“蒸汽平台鉴赏家大会”，未来
蒸汽平台将与国内外厂商继续开展深度合作，协助国内精品独立游戏成功出海，并着力为海外佳作的本地化及商业化落地
提供支持。
（3）技术赋能 产品升级
公司始终坚守“技术驱动”的核心理念，在自主研发引擎、商业引擎应用、3D 建模与渲染等核心技术领域积累了独特的
竞争优势与深厚的研发底蕴，并积极推动 VR、AR、AI、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游戏开发中的应用，助力游戏产品持续升级
焕新。在 PC 端游、移动游戏、主机游戏三端共同发展的同时，公司还率先推出云游戏产品，同时立足内容优势，积极探索
元宇宙相关布局，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技术升级将带来的产业变革，为公司未来增长培育新动能。
公司端游产品《笑傲江湖》高清服于 2022 年 7 月公测，在公司自研引擎 Angelica X 的强有力支持下，将 AMD 的 FSR
超级分辨率 2.0 技术集成到游戏中，使得游戏场景以全新 4K Ultra HD 级画质焕然新生，同时 FSR 2.0 技术对于入门级显卡
非常友好，性能提升明显，让更多玩家在中低端硬件产品中也能享受优质游戏体验，备受玩家好评。公司端游产品《诛仙
世界》于 2022 年 8 月首测，作为率先使用虚幻引擎 4 制作的大型开放世界 MMORPG 端游，《诛仙世界》基于虚幻引擎 4
先进的渲染和光照等技术与丰富多元的材质模型，营造出高度拟真的仙侠世界体验，为玩家带来极致游戏体验。这些集中
体现了公司对引擎应用的技术底蕴与坚持长期技术投入的价值。
2．影视业务板块
影视业务方面，公司坚持走精品化内容路线，在新项目的立项及开机中延续聚焦策略，报告期内影视业务实现盈利
4,061.93 万元。2022 年上半年，公司出品的《昔有琉璃瓦》《仙琦小姐许愿吧》《蓝焰突击》等精品电视剧播出，取得了
良好的市场口碑。此外，公司储备的《月里青山淡如画》《云襄传》《许你岁月静好》《星落凝成糖》《摇滚狂花》《特
工任务》《灿烂！灿烂！》《心想事成》《温暖的甜蜜的》《只此江湖梦》《纵横芯海》《九个弹孔》等影视作品正在制
作、发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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