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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24,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4.17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0,008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电魂网络 6032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法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298号先锋科技大厦1101室   

电话 0571-56683882   

电子信箱 dianhun@dianhu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电魂网络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产品的研发和运营，公司致力于自主研发、运营精品化的网络

游戏，以竞技类网络游戏产品为特色，通过高效的游戏研发体系、精准的游戏推广方案，现已发

展成为国内领先的集研发和运营于一体的网络游戏厂商之一。 

作为网络游戏开发商，公司在对游戏策划案的技术可行性、商业可行性以及成本预算等进行

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订具体的游戏开发计划，组织策划、程序、美术、测试等各种资源完成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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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的开发；作为网络游戏运营商，公司通过架设服务器组完成网络游戏服务器端软件的安

装及调试，并对运营的游戏进行推广、维护、版本升级以及提供客户服务等。 

随着移动端游戏市场的爆发式兴起、用户分流等冲击影响，同国内其他端游产品，公司核心

端游产品《梦三国》在过去两年中也出现了包括用户、流水、营收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不利局面；

2016 年度，项目团队持续加强技术、版本创新，优化用户体验，同时推出一系列老用户回归等市

场营销手段，成功的扭转了持续下滑的局面，坚守住公司端游领域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在移动端游戏市场的投入与布局，丰富公司自研游戏产品线，在上

线多款手游产品同时已有多款在研产品储备，将按计划陆续推向市场，以进一步改善公司的产品、

营收结构。在新兴领域，包括 VR、主机等市场，公司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储备与布局，为公司

后续的发展增添潜在的动力。 

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市场拓展加速，以公司现有产品全球化运营商务合

作为重点着手布局境外游戏发行，稳步推进海外发行渠道、发行平台、支付结算系统等海外运营

基础工作；此外，借助于公司较强的运营经验，向海外输出更多优秀游戏产品同时，积极探索引

进更多优秀海外游戏产品，以丰富公司游戏产品、盈利模式。 

行业情况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对精神产品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大众对于网络游戏这种新兴娱乐消费品的强烈需求使该行业在过去十年维持高速增长。在国内互

联网用户持续增加，国内网络游戏企业研发能力和运营能力的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网络游戏

市场规模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843,368,930.45 651,287,795.26 183.03 565,909,843.00 

营业收入 494,414,894.42 468,469,873.21 5.54 473,590,77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6,091,758.36 217,498,698.89 17.74 273,254,37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7,190,517.07 206,448,944.32 10.05 248,637,46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49,671,248.00 416,409,941.80 272.15 364,253,25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8,973,299.63 217,525,689.34 42.04 340,382,71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5 1.21 11.57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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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5 1.21 11.57 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7.06 54.60 减少17.54个百分

点 

75.7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9,702,441.90 107,613,070.12 128,060,198.06 119,039,18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1,266,514.70 60,701,504.30 55,766,911.89 58,356,82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9,956,383.75 52,948,652.27 53,806,228.98 40,479,25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5,428,826.18 53,406,932.39 68,843,654.33 101,293,886.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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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2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9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胡建平   28,278,000 11.78 28,278,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陈芳   28,278,000 11.78 28,278,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胡玉彪   24,894,000 10.37 24,894,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郑锦栩   24,876,000 10.37 24,876,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吴文仲   24,876,000 10.37 24,876,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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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晓亮   20,952,000 8.73 20,952,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林清源   17,226,000 7.18 17,226,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徐德发   3,960,000 1.65 3,96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郝杰   3,834,000 1.60 3,834,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唐宏 600 2,826,600 1.18 2,826,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其中胡建平、陈芳、胡玉彪、余晓亮、林清源五人通

过《一致行动协议》明确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中

胡建平、陈芳为夫妇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无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441.49万元，同比 2015年度增长 5.54%；实现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25,609.18 万元，同比增长 17.74%；基本每股收益 1.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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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6家，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

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2家，减少 1家，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