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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7                   证券简称：帝龙文化                   公告编号：2018-039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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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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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51,196,04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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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龙文化 股票代码 0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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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碧琼 胡宇霆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 号中关村 e 世

界财富中心 7 层 732 
浙江省临安市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1958 号 

电话 057163818733 057163818733 

电子信箱 dsh@dilong.cc dsh@dilong.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主营业务在原有中高端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基础上新增了移动游戏

等文化娱乐业务，实现了双引擎驱动的业务结构转变。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在资源配置方面逐步向

文化产业倾斜，有计划地实施向泛娱乐文化发展的战略转型。 

（1）泛娱乐文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文化娱乐业务主要包括：移动单机、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移动广告

分发业务，移动广告代理投放业务等。 

①移动单机游戏研发、发行与运营 

公司的移动单机游戏研发及发行业务主要包括单机游戏自研自发业务、代理联运发行业务以及代理联

运广告变现业务三种模式。其中自研游戏及代理联运业务均是通过用户在游戏中付费购买道具的模式盈

利，代理联运广告变现业务是通过在游戏内向用户展示广告的模式盈利。 

报告期内，移动单机游戏市场继续呈现游戏时间碎片化、用户群体逐渐下沉、喜爱轻度休闲游戏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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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公司的移动单机业务涉及捕鱼类、消除类、动作类、飞行射击类、跑酷类、策略塔防类等休闲娱

乐游戏类型，公司通过自研或者代理联运方式获得单机游戏，通过合作渠道分发产品，用户通过运营商计

费方式获取游戏道具，公司从而获取游戏收入。 

报告期内，随着移动广告市场的发展，公司的移动单机游戏业务开始尝试广告变现的模式，通过在游

戏内内置自研聚合广告平台，对接移动广告行业的主流DSP，向移动单机游戏用户展示包括图片、视频等

形式的广告，进而获得广告收入。游戏内置广告变现模式得到验证及运营数据的积累，未来可能成为移动

单机游戏新的收入增长点。 

②移动网络游戏发行与运营 

公司的移动网络游戏业务模式主要包括：通过代理或定制开发获取游戏产品的发行权益，通过与主流

网游分发渠道联合运营的方式进行网络游戏业务的发行和运营。 

报告期内，在移动网络游戏端游方面，公司上线发行了《梦幻石器OL》，《仙魄》，《降魔神话》，

《游龙仙侠传》，《九界伏魔录》，《浴血长空》，《次元召唤师》等多款精品网游产品，提升了公司在

网络游戏市场的份额。其中空战类型网游产品《浴血长空》多次得到苹果官方推荐，并在国内赢得很好的

用户口碑。 

报告期内，基于H5游戏市场的发展，公司也尝试了H5游戏的联合发行业务。并且通过签订IP，锁定定

制开发商等工作，对H5游戏市场做了积极的部署。H5游戏的发行运营将成为网游业务新的收入增长点。 

③移动广告推广 

公司的移动广告业务包括移动分发业务和移动广告代投放两种模式。其中移动分发业务指通过合作渠

道或媒体购买移动广告投放流量，针对广告主的广告产品进行分发，以获取利润。移动广告代投放业务是

指帮助广告主完成其在广告平台的投放工作，并对投放效果进行优化，达到广告主的预期，公司从中获取

业务佣金的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移动广告业务发展迅速，广告主覆盖移动互联网游戏、健康、电商、资讯聚合、视频

等应用类型，积累了丰富的广告投放数据与经验。 

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伽马数据（CNG）、国际数据公司（IDC）联合发布的《2017年

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17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36.1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移动游

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161.2亿元，同比增长41.7%，占比达到57.0%；客户端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648.6

亿元，占比为31.9%；网页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56.0亿元，份额大幅减少，占比为7.6%；家庭游戏机游

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3.7亿元，占比为0.7%。 

移动游戏市场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向优质产品集中，两极化趋势明显。一方

面，优质产品收入持续大幅增长；另一方面，中小开发商以及发行商为避免与优质产品直接竞争，将研发

和运营重心转向细分市场，2017年发布的新品已经明显具备细分市场的特点，加上用户对游戏的个性化需

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移动游戏行业开始注重细分化、差异化经营策略。 

公司已建立起一套移动游戏评级与代理发行的体系，拥有一支有成熟发行经验的核心团队，对移动游

戏产品的市场、玩家偏好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对游戏市场发展有极高的判断能力；公司在产品定位、引入、

发行、支付渠道的SDK接入、运营管理、业务数据统计与分析、支付与结算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与众多游戏开发商、渠道商、移动增值服务提供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在移动单机游戏领域的

平台式发行能力日益提升，成为了众多优质移动单机游戏的重要合作发行商。随着移动游戏市场的快速发

展，借助在移动单机游戏发行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在确保移动单机游戏业务稳健增长的前提下，公司积

极布局移动网络游戏研发与发行业务。目前，公司已发展为拥有规模化研发团队、能够同时研发多款游戏

且具备充足新游戏产品储备、具有丰富游戏发行渠道的移动游戏企业，随着对发行渠道的不断拓展以及对

产品研发力度的持续加大，公司在移动游戏研发与发行领域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提升。 

（二）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 

公司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装饰纸（含印刷装饰纸和浸渍纸）、高性能装饰板（含装饰

纸饰面板和金属饰面板）、PVC装饰材料（含PVC家具膜和PVC地板膜）等产品。产品主要应用于地板、

家具、橱卫、门业、铝天花板、装饰装潢等领域并能满足客户同一领域不同材质、不同环境的建筑装潢需

求。公司阳极氧化铝产品在建筑装修领域中属于较高端装修材料，近年来市场需求萎缩，产能利用率较低；

同时，该产品应用领域又面临着被有明显优势的涂装铝产品替代的竞争，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原材料价格

上涨、环保投入和设备维修费用的增加等各种因素导致产品毛利率逐年下降，营业利润出现亏损状态。基

于上述原因，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降低经营风险，经充分考量论证，公司决定停止该产品的生产，报

告期内公司已完成该产品的关停工作。除此，公司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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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产品属于建筑装饰行业的细分子行业，建筑装饰行业作为建筑业中的三大支柱性产业之一，

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购买力的不断增强，

行业需求将长期持续增长，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同时，建筑装饰行业在整个宏观经济调整中具有特殊性，

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筑装饰供给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在技术创新、文化创意、节能减

排、环保安全、功能提高等方面，建筑装饰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建筑装饰行业属于周期性行业，与

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一致性，无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公司通过区域布局、技术改造、改进配方工艺、开发新产品等手段，在生产装备、产能规模、产品品

质、新产品开发、配套优质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提升，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了以印刷—浸胶—压贴为产业

链的多花色、多材质的产品供应能力，并在下游厂商集聚地成都、廊坊、临沂、海宁等地设立子公司，能

够为不同区域的客户提供配套的个性化服务。主要产品装饰纸行业从业者较多，公司凭借品牌、规模、区

位、技术、生产管理、营销等竞争优势，已成为国内装饰纸行业龙头企业，“帝龙及图”商标被认定为驰名

商标，是装饰纸行业内的知名品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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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062,766,657.20 1,650,071,195.34 85.61% 895,180,77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121,864.04 378,685,860.54 45.01% 85,798,52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4,106,758.27 327,882,060.26 56.80% 82,429,52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592,771.84 306,135,673.46 5.38% 134,286,34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54 20.37%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53 20.75%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9% 12.48% -1.09% 8.4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003,272,491.12 4,987,496,606.03 20.37% 1,333,798,98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53,408,945.06 4,584,632,585.90 10.22% 1,060,249,37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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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494,760,462.11 683,135,500.35 793,065,673.98 1,091,805,0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273,364.52 124,962,866.23 134,202,091.63 210,683,54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670,075.27 120,758,190.92 131,742,285.85 182,936,20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275,870.83 70,294,566.98 -63,499,149.30 417,073,2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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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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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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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19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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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余海峰 境内自然人 15.32% 130,436,363 130,436,363 质押 60,000,000 

宁波揽众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0% 80,000,000 0   

爱新觉罗肇珊 境内自然人 6.25% 53,174,409 0 质押 40,000,000 

姜飞雄 境内自然人 4.35% 36,984,600 27,738,450 质押 20,000,000 

天津紫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36,298,863 34,386,363 质押 34,386,363 

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7% 29,535,353 29,535,353 质押 29,535,353 

苏州聚力互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1% 28,195,959 28,195,959 质押 28,190,000 

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27,900,000 0   

姜筱雯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0   

姜超阳 境内自然人 3.05% 26,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姜飞雄、姜筱雯、姜超阳及公司股东姜祖功、姜丽琴为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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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股票 9,659,759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915,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5,575,159 股；股

东林关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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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 5,265,248 股，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15,38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580,63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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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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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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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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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在资源配置方面逐步向文化产业倾斜，有计划地实施向泛娱乐文化发展的

战略转型。随着公司泛娱乐文化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6,276.67万元，较2016年增长85.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12.19万元，较2016年增长45.01%。 

（2）泛娱乐文化业务运营情况 

2017年，移动游戏行业仍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公司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内的优势和经验，通过对发行

渠道领域的精心培育和持续投入，积极获取优质IP资源，打造精品游戏品牌，在巩固移动单机游戏发行传

统优势业务的基础上，发力移动网络游戏发行业务，同时借助游戏业务带来的优质资源发展广告业务,报告

期内泛娱乐文化业务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2017年，公司泛娱乐文化业务营业收入197,859.93万元，较2016

年增长211.63%；营业成本136,573.36万元；泛娱乐文化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近65%，并成为公司

利润的主要来源。 

①移动单机游戏业务继续快速增长 

移动单机游戏研发、发行与运营是公司的传统优势业务。针对游戏时间碎片化、用户群体逐渐下沉、

喜爱轻度休闲游戏的发展趋势，公司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巩固移动单机游戏领域的优势地位。公司的移动

单机业务涉及捕鱼类、消除类、动作类、飞行射击类、跑酷类、策略塔防类等休闲娱乐游戏类型，报告期

内自研和代理发行了近40款移动单机游戏。2017年，公司移动单机游戏业务营业收入65,685.84万元，营业

成本35,238.42万元。移动单机游戏业务收入较2016年增长104.90%。 

②移动网络游戏发行业务取得突破 

公司利用移动单机业务的优势资源，通过增加游戏发行联运数量、打造精品游戏、积极部署H5游戏市

场等，移动网络游戏业务取得重大突破。报告期内，公司上线发行了19款移动网络游戏，包括《梦幻石器

OL》、《仙魄》、《降魔神话》、《游龙仙侠传》、《九界伏魔录》、《浴血长空》、《次元召唤师》等

多款精品网游产品，其中空战类型网游产品《浴血长空》多次得到苹果官方推荐，赢得了用户的良好口碑。

2017年，公司移动网络游戏发行业务营业收入16,753.10万元，营业成本5,762.10万元。移动网络游戏发行

业务收入较2016年大幅增长159.01%。 

③广告推广业务规模迅速扩大 

借助游戏业务带来的优质资源，公司广告推广业务规模在报告期内迅速扩大。2017年，公司广告推广

业务营业收入112,297.42万元，营业成本94,309.95万元。公司广告推广业务收入较2016年增长了382.05%。 

④影游联动推动泛文化娱乐全产业链布局 

公司于2017年初成立了全资孙公司霍尔果斯墨龙影业有限公司开展影视剧投资业务，通过投资影视剧

拍摄、购买游戏全衍生版权等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影游联动及IP价值最大化，推动泛文化娱乐全产业链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浙江卫视热门综艺节目《二十四小时》手游改编授权并完成手机游戏的改编和上线，

作为联合出品方投资了电视剧《天坑鹰猎》。 

⑤海外市场布局继续推进 

为开展移动游戏产品的海外业务、引进海外IP资源及发掘优质的海外投资项目，公司在2016年成立香

港帝龙娱乐有限公司的基础上，2017年通过香港帝龙娱乐有限公司与日本赛迪克国际股份公司在日本合资

成立了株式会社SEDIC-DILON，开展海外商业电影、动画片、电视剧、电子游戏、漫画及其他娱乐内容的

投资、开发、前期制作和发行等业务。 

（3）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运营情况 

2017年，国内全面推动深化改革，经济增幅进一步放缓。随着个性化定制消费时代的加速到来、社会

环保意识的不断升级等影响，建筑装饰贴面材料行业也面临了新拐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市场形势，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公司全员团结一心、积极面对，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保持了相对稳定。2017年，公司建筑装饰贴面材料

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7,601.51万元，同比增长6.72%；但受原辅、化工材料涨价、环保要求煤改气以及

设备技改等因素导致成本费用较大幅度上升，所得税税率变化等因素影响，盈利水平有所下降。 

①加大技改投入谋发展 

2017年，为保持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稳健发展，公司继续对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并有序推进各项目

的顺利实施，有效提升了生产装备技术水平。2017年，帝龙新材料新增了装饰纸及PVC装饰材料产品生产

线；成都帝龙顺利完成复合装饰新材料项目的建设并于报告期内投产；海宁帝龙永孚按计划实施二期项目

建设，新征建设用地15亩，于报告期内完成新建厂房、新增生产线工作；临沂帝龙顺利实施“煤改气”项目，

并完成5条浸渍纸生产线技术改造。 

②品质建设初见成效 

自2016年起，公司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品质建设”活动，从设计开发、原材料采购到生产过程实行更为

严格、科学的管理方式；借助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科研力量结合内部技术难题攻关小组解

决品质技术难题；根据国家级实验室标准建设企业实验室，健全和完善原辅材料和产成品检验机制，以保

证产品的优良品质。 

③市场开拓与货款回笼常抓不懈 

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环保压力，公司始终将销售管理及队伍建设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既要开

拓市场，又要确保货款安全为工作目标。过去的一年，通过对各事业部及子公司进行目标责任分解、考核，

在全体员工努力下，新材料业务的销售收入继续得到一定增长。货款回笼方面，利用现有市场信息渠道，

每月更新完善客户信用管理体系，及时了解客户资金信誉情况，重点培育信誉良好的高质量客户，实时跟

踪并动态分析长账龄的应收款风险，上述措施有效确保了资金回笼安全，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④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2017年，公司完成环保型免浸渍干压三聚氰胺热固性胶粘剂开发及应用研究等13项科研项目的研究和

开发；获得“一种环保型耐高温抗压地板彩膜的制备工艺”、“一种装饰纸用改性丙烯酸树脂涂饰剂及其制备

方法”、“抗油污集成吊顶铝基板的加工方法”等4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获得“浸渍生产线二次涂布装置”等8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公司还积极参与《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国家标准的制定，力争占据技术标准制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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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装饰纸 311,887,506.05 99,656,782.25 31.95% 2.14% -10.64% -4.57% 

浸渍纸 321,844,639.93 44,141,725.70 13.72% 0.05% -34.44% -7.21% 

单机游戏发行 656,858,449.35 304,474,280.97 46.35% 104.90% 73.13% -8.51% 

广告推广 1,122,974,233.08 179,874,688.18 16.02% 382.05% 232.89%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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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移动单机游戏、移动网络游戏、广告推广等业务的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营业成本也

相应增长。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3,062,766,657.20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5.61%；营业成本 2,231,971,858.45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6.7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549,121,864.04，较去年同期增加

45.01%。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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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

会〔2017〕15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公

司按照上述通知和准则要求，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

“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单独列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②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

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30,246,919.42 元，营业外支出 3,964,334.63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26,282,5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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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报告期内，美生元设立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晶石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墨

龙影业有限公司，美生元全资子公司苏州齐思妙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苏州齐思妙想孵化

器管理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减少：报告期内，美生元清算了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掌中帛科技有限公司。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余海峰 

浙江帝龙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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