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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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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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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773,883,78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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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掌趣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31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好胜

王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 号 8 层 916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 号 8 层 916

传真

010-65073699

010-65073699

电话

010-65073699

010-6507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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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ir@ourpalm.com

ir@ourpalm.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掌趣科技专注于网络游戏尤其是移动游戏产品的开发、发行与运营。近年来，公司通“内生+外延”的发展方式，动网先
锋、玩蟹科技、上游信息、天马时空陆续加入掌趣集团，各团队通过掌趣大平台发挥各自优势，掌趣集团不断夯实游戏主业，
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涵盖卡牌、MMORPG、策略塔防、竞速、体育、射击等多元化产品矩阵，充分显现集团化协同效应和
规模效应。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游戏主营业务，进一步延伸和加大泛娱乐投资布局。
2015 年，游戏行业市场格局趋于稳定，大厂商对市场的把控能力不断增强，移动游戏品质普遍提高，市场门槛和产业
集中度明显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使得以研发为主的游戏厂商话语权提升。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据易观
智库产业报告，2015 年移动游戏厂商竞争格局，掌趣科技占有市场份额为 6.6%，仅次于腾讯和网易。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1,123,778,618.24

774,764,161.58

45.05%

380,504,08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408,837.57

330,591,859.68

42.29%

153,619,37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7,204,690.90

282,155,983.04

40.77%

140,730,95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673,118.85

408,661,839.28

18.60%

140,458,464.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0%

11.15%

-0.05%

13.2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7,878,249,307.36

5,023,089,218.35

56.84%

1,927,407,75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84,874,475.07

3,991,981,592.48

59.94%

1,524,313,334.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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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17,022,588.84

240,408,386.61

267,464,850.58

398,882,79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196,842.93

90,284,131.08

103,646,558.19

198,281,30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103,256.74

84,418,611.76

99,178,721.95

137,504,10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32,926.43

120,549,598.45

100,302,338.66

223,488,255.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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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79,172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85,297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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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37,807 质押

数量

姚文彬

境内自然人

20.90%

555,650,409

华谊兄弟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7%

169,470,576

叶颖涛

境内自然人

5.86%

155,832,832

刘惠城

境内自然人

2.83%

75,114,417

75,114,417

刘智君

境内自然人

2.40%

63,846,624

63,846,624 质押

14,022,436

宋海波

境内自然人

2.24%

59,464,679

58,960,429 质押

20,000,000

邓攀

境内自然人

2.05%

54,410,309

53,920,709

邱祖光

境内自然人

1.76%

46,904,255

46,904,255

叶凯

境内自然人

1.07%

28,392,666

28,292,666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2%

24,541,900

0

102,429,000

0
155,832,832 质押

11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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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姚文彬先生与叶颖涛先生为公司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14,816,0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股（含叶颖涛先生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增持的公司股份）
，占公司股本的 26.89%。除上述情况外，
动的说明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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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姚文彬、叶颖涛先生，未发生变更。
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经姚文彬先生、叶颖
涛先生协商一致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并于 2016 年 2 月 3 日签署了《解除协议》
。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姚文彬先生。
报告期内，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度公司持续稳健经营，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以 “内生+外延”的发展方式，在“精品化、全球化、
平台化、泛娱乐”发展战略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加强产品研发和发行，精耕细作，不断夯实公司主营业务；公
司集团内部继续深化业务整合，增强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377.8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05%；利润总额为 53,552.9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33%；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47,040.88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42.29%。
报告期内，在“精品化”的战略指导下，公司发行了多款自研和代理产品，包括《不良人》
、
《拳皇 98 终极之战 OL》
、《石
器时代 2-3D 正版》
、
《终极车神 2》
、
《穿越吧！主公》
、
《仙魂》
、
《灵域》
、
《饥饿鲨：进化》、
《疯狂出租车》等，多款产品进
入 iOS 各榜单前列，如《拳皇 98 终极之战 OL》
、
《不良人》
、
《石器时代 2-3D 正版》等。其中，
《拳皇 98 终极之战 OL》
持续位于 IOS 畅销榜前列，是集团旗下玩蟹团队既《大掌门》之后，推出的第二款业内影响力极大的爆款产品，掌趣集团
在 IP 获取，运营发行方面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拳皇 98 终极之战 OL》的成功是掌趣集团内部协同合作的典范；
《不良人》
是 2015 年度影游联动的经典案例之一，在为集团贡献可观效益的同时，也为集团泛娱乐发展及尝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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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天马时空 80%股权及上游信息 30%股权收购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15 亿元，增强了公
司研发实力及盈利能力，充足了公司资本金。天马时空在报告期内表现良好，超额完成了业绩承诺，天马时空 80%及上游
信息 30%部分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利润表。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游戏主营业务，进一步延伸和加大泛娱乐投资布局，主要投资参股大神圈、体育之窗、掌阅科技、
掌上纵横、网鱼电竞等优质公司，目前，公司已初步构建了以游戏为核心业务，延伸至文学、动漫、影视、体育、电竞等产
业的娱乐生态布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移动终端游戏

697,555,057.04

243,938,587.14

65.03%

66.86%

67.15%

-0.06%

互联网页面游戏

383,382,882.60

150,593,012.66

60.72%

26.55%

37.96%

-3.2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收入 11.24 亿元，
同比增长 45.05%，
其中：
移动终端游戏业务收入 6.98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6.86%，
互联网页面游戏业务收入 3.8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55%，其他业务收入 4,284.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0.34%；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2.29%。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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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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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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许可[2015]2762 号《关于核准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惠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
，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方式向刘惠城、邱祖光、李少明、杜海、北京天马合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金
星投资有限公司及以支付现金方式赵勇等购买天马时空 80%股权。
天马时空 2015 年 12 月 7 日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5923147748）
，天马时空 8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已持有天马时空 80%的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
，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
购买日的确定：公司确定的天马时空合并日为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其确定依据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经公司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并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公司已支付超过 50%以上的对价。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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