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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17-066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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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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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互娱 股票代码 0025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威 陈振华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88号皖江财

富广场 A1 座 11 楼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瑞祥路 88号皖江财

富广场 A1 座 11 楼 

电话 0553-7653737 0553-7653737 

电子信箱 ir@37.com  chenzhenhua@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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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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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079,428,904.50 2,428,610,732.45 2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0,550,518.37 485,999,849.03 7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58,747,435.56 449,698,585.09 6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6,847,309.63 458,887,087.86 13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7 0.233 7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7 0.233 7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8% 12.8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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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1,083,384.03 6,386,216,011.34 3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19,089,889.19 4,523,665,282.04 37.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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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伟 境内自然人 19.36% 403,658,052 319,630,637 质押 89,800,000 

曾开天 境内自然人 17.71% 369,304,174 147,721,670 质押 51,890,000 

吴绪顺 境内自然人 9.79% 204,137,782 204,137,782   

吴卫红 境内自然人 8.07% 168,204,662 167,584,662 质押 16,700,000 

吴卫东 境内自然人 8.00% 166,688,084 165,994,084 质押 46,500,000 

吴斌 境内自然人 3.38% 70,403,974 70,403,974 质押 43,983,334 

汇添富基金－宁

波银行－珠海融

玺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83% 59,031,876 59,031,876   

汇添富基金－宁

波银行－汇添富

－顺荣三七定增

计划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14% 44,604,486 44,604,486   

叶志华 境内自然人 1.85% 38,551,492 38,551,492 质押 15,930,000 

上海磐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磐

沣定增一期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1.59% 33,057,850 33,057,8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持股的前 10 名股东当中，吴绪顺与吴卫红、吴卫东为父女（子）关系，吴绪

顺、吴卫红、吴卫东为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其他的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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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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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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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互动娱乐业务以及汽车塑料燃油箱制造、销售业务，其中互动娱乐业务以手机游戏和网页游戏的研发、发行和

运营为主，同时布局影视、动漫、音乐、VR及直播等泛娱乐业务。 

本报告期内，公司互动娱乐业务围绕IP稳步推进“平台化、全球化、泛娱乐化”的发展战略，综合实力蝉联中国互联网百强

第18位；汽车配件业务同比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79亿元，同比增长27%；利润总额10.17亿元，同比增长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1亿元，同比增长75%。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1）报告期内，公司游戏研发业务、手

机游戏发行业务实现较大突破，以《永恒纪元》为代表的自主研发产品大幅提升公司在手机游戏业务的盈利能力；（2）报告

期内，公司处置了部分对参股公司的股权投资，确认税后投资收益合计约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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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业经公司第四届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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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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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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收购上海墨鹍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2月，本公司之一级子公司西藏信泰公司设立利辉创投，本公司持股比例为100%，本公司从2017年2月开始将其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 

2017年3月，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江苏极光公司设立安徽极光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100%，本公司从2017年3月开始将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4月，本公司之三级子公司冠进公司设立37 Games Company，本公司持股比例为100%，本公司从2017年4月开始将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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