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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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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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天润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 天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11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萍

刘湘胜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六楼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六楼

电话

0730-8961198

0730-8961178、0730-8961179

电子信箱

lpnellie@163.com

trkg002113@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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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82,859,025.45

283,750,230.19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378,070.02

60,197,947.05

-4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811,291.94

57,244,423.45

-44.43%

-54,516,912.52

-11,451,660.19

-37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93

-44.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93

-44.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6%

2.59%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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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712,972.49

1,948,111,450.11

5.47%

182,496,641.21

145,618,571.19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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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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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广东恒润互兴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6%

广东恒润华创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7%

无锡天乐润点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1%

127,332,203

127,332,203

新余市君创铭
境内非国有法
石投资中心（有
人
限合伙）

3.00%

新余市咸城信
境内非国有法
阳投资中心（有
人
限合伙）

数量

质押

289,028,852

冻结

289,037,454

质押

172,717,793

冻结

172,719,999

质押

118,830,000

冻结

127,332,203

46,023,685

46,023,685

3.00%

46,023,685

46,023,685 质押

46,019,000

天津大拇指企
境内非国有法
业管理咨询中
人
心（有限合伙）

2.64%

40,467,815

40,467,815

舟山虹软协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

32,159,961

32,159,961

岳阳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1.84%

28,214,322

0

赖淦锋

境内自然人

0.98%

15,036,581

0

骅威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1%

289,037,454

172,719,999

12,424,334

289,037,454

0

质押

15,036,500

冻结

15,036,581

10,649,4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2 和 9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的说明
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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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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坚持做好主营业务，秉承在服务好现有客户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客户，充分发挥公司全球服务能力，坚持境
内外协同发展，以期实现业务增长。公司坚持自主创新，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投入，通过不断增强研发实力，以推进产品功
能改善和产品迭代进程，不断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分为三大块：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和推广、从事运营商计费业务和广告精准投放业务和物业租赁。
1、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和推广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拇指游玩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移动游戏的代理运营与
推广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有较强的流量整合能力和渠道资源，具备较强的移动游戏的推广运营能力，在游戏商业
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拇指游玩运营的游戏产品类型涵盖了战争策略类、角色扮演类、竞技类等多种类型，并凭借独特的
运营推广策略，建立起了良好的游戏生态，吸引了众多忠实玩家。报告期内，拇指游玩运营的游戏主要通过独家代理和联合
运营的方式取得，拇指游玩会针对所接入游戏的特点，制定具体的运营方案，并通过在网络广告平台精准投放、整合流量或
与其他运营平台联运等方式对游戏进行推广。自拇指游玩成立以来，运营的产品数百款，为团队积累了宝贵的运营经验和丰
富的渠道资源。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见顶，新的市场环境对游戏代理运营商流量资源的整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拇指游玩从
设立之初就布局网络广告平台精准投放和流量整合，经过多年的发展，沉淀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推广体系，能够对有效流
量进行精准定位，为游戏导入优质的流量，提高投入产出比。在成功运营了数十款成功的游戏后，拇指游玩的代理运营能力
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报告期内，拇指游玩主要收入来源有我的荣耀、仙剑奇侠、龙武-繁中、正统三国、歌手等几款游戏。以上几款游戏产
品营业收入合计占拇指游玩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59.76%左右。我的荣耀（使命荣耀）仍处于主推广期，于2018年下半
年上线SLG产品，目前仍处于持续投放期，总新增注册用户超过400万，总充值流水超12,000万元，已成为拇指游玩提供主
要营收来源的产品。我的荣耀2020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2,988.69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18.88%；仙剑奇
侠于2019年9月份正式上线的正版IP授权的产品，从测试期至今全渠道总充值流水已超过23,000万元，2020年上半年的营业
收入2,323.77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14.68%；2020年，公司继续在海外发行产品，龙武-繁中2020年2月
中旬正式在港澳台上线的产品，上线当天充值流水超过150万元人民币，至今总新增用户46万，总充值流水已超9000万元，
2020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1,586.99万元，占拇指游玩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10.03%；正统三国、歌手此两款游戏2020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均在1200万元以上，均占拇指游玩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8%以上。
2020年上半年，老产品持续贡献收入，多款产品在测试阶段，未来会陆续进入稳定营收阶段。与中手游合作的《新射雕
群侠传之铁血丹心》已进行了多轮测试，并于2020年7月获得出版物号，计划于8月下旬上线运营。
未来，公司将继续考察全球各个区域，并完善海外产品库，寻找有海外运营优势的发行商合作，筹备进一步开拓全球市
场，未来海外市场将成为公司营收及盈利的主要支撑点。
2、运营商计费业务和广告精准投放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虹软协创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向移动互联网产
品提供计费和精准营销推广能力，以提高移动互联网产品综合变现能力的服务商。主营业务包括“优易付”计费服务和互联网
广告精准投放服务。其中，“优易付”计费服务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移动视频、社交领域、游戏、阅读、动漫等。互联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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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精准投放业务是指虹软协创依托于用户消费行为，结合广告主产品特点和推广需求，通过在特定的移动互联网网站、移动
浏览器、移动应用市场、APP客户端等移动数字媒体中为广告主精确地提供面向潜在用户的广告投放，以实现用户下载、安
装、使用或购买行为的营销服务。
2020年上半年，新签约了作业帮，ABCmouse,美术宝等教育行业的重点客户；开拓了受疫情影响较小的互联网保险业务，
并与行业知名客户水滴保等建立合作关系。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整体收入115,986,206.29元，净利润20,235,533.83元，收入
同比增长13.14%，净利润同比降低17.89%。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拓宽了推广业务的行业覆盖范围，从过去的以互联网数娱行
业为主导，逐步扩大到银行、互联网金融、线上教育等多个热点行业。而净利润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新行业毛利率相对数娱
行业整体偏低，以及互联网流量成本的不断提升。另外，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部分广告主上半年整体收入下降较多，因此
相应调低了推广预算；再加上各地复工时间不一，也使得公司整个上半年的业务增长略低于预期。
虹软协创未来依然会以“计费业务+推广业务”为基础，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业务导向，持续发掘并满足客户在计费、推广
业务上的多元化需求，从而形成稳固、双赢的合作态势。在进一步夯实已有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热点领域与高价值
客户，充分发挥虹软在客户拓展、资源整合、技术研发上的各项优势，确保未来收入的持续增长。
3、物业租赁业务：2010年11月5日，公司与第二大股东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华创公司）签署
了《权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恒润华创公司将与广州美莱美容医院所签署的二份《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所享受的广
州金晟大厦合同权益转让给本公司，合同有效期自2010年11月1日起至2028年4月20日止；广州美莱美容医院每月租金为139
万元，租金从第3年开始递增，每3年租金单价以上年度租金单价为基数递增6%。恒润华创公司保证本公司在合同条款中约
定的每月应得租金及时、足额到位，如若没有达到合同条款中的租金要求，由恒润华创公司向本公司用现金进行补足。上述
合同权益经评估确认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15亿元，本报告期确认租赁收入858.30万元，已履行了9年多合同，合同执行情况
良好。2018年4月26日，本公司与头牌商贸签署《权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头牌商贸将与名盛置业签订的《广州市房地
产租赁合同》中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承担的全部义务转让给本公司，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01日起至2036年7月31日止。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于 2019年4月19日出具的编号为中瑞评报字[2019]第
000303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估值，上述合同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55亿元。交易双方同意转让款为人民币23,800万元。支
付方式为：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2.28亿元，剩余1,000万元转让款以购买方应收取的租金抵扣，抵扣完毕后，本公司从2019
年6月10日起直接向租户收取租金。双方权益转让的交割日为2018年10月31日，自交割日之后，甲方不对租户享有权利，并
通知租户自2019年6月10日起，租户租金直接交给本公司，本公司与租户签订租赁合同。头牌商贸保证：对于本公司未能按
1,368,558.31元/月的标准足额收取租金的差额部分由头牌商贸补足。截止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未能和租户直接签订租赁合
同，也未收到2019年6月10日之后的租金。根据名盛置业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已向租户收取了 2019年7-12月份的租金538.20
万元，并已于2019年末和2020年初支付给头牌商贸，但头牌商贸尚未转交给本公司，也未履行租赁费保底的承诺。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本期未确认2019年7月1日-2020年月6月30日的租赁收入。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2,859,025.45元，同比减少0.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378,070.82元；同
比下降44.55%；总资产2,054,712,972.49元，同比增加5.47%。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系：1、公司子公司拇
指游玩由于受疫情与版号政策的影响，导致游戏上线时间一直拖后，原计划在今年年初上线的游戏，现8月底才可能正式上
线；2、公司子公司虹软协创的推广业务从过去的以互联网数娱行业为主导，逐步扩大到银行、互联网金融、线上教育等多
个热点行业，新行业毛利率相对数娱行业整体偏低，以及互联网流量成本的不断提升导致推广成本增加，整体利润降低；加
之今年疫情影响，广告推广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2018年度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截止本报告期仍未彻底解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年度公司因董事长麦少军个人行为，在没有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为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公司提供违规对外担保并加盖了公司公章，致使出现未经公司同意以公司名义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和关联公司自身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2020年4月28日公司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年报披露日止，公司违规对
外担保金额合计206,400万元，违规担保余额合计176,036万元，公司因违规担保涉及诉讼金额合计190,376万元。截止本报告
期，以上违规担保和诉讼均无进展。
（二）、2018年度公司因未依法履行审议程序而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
被法院强制划转11,225.49万元。截至2019年年报披露日止，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违规资金占用总额16,488.66万元，其中
违规为控股股东进行担保募集资金账户被法院强制划转金额11,225.49万元。通过购买长典基金的3,000万元占用也未归还，
2019年度，杨志群一案担保余额1,683.3万元和利息及其它费用579.87万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利息及其它费用)合计
2,263.17万元计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金额，以上三项合计资金占用16,488.66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止，以上资金占用仍未归还。
违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半度报告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五 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之“2 重大担保”之
“（2）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半度报告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八 诉讼事项”。资金占用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半度报告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四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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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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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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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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虹软协创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与张建秋于2020年4月22日共同出资成立了天津柒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虹软协
创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额120万，占天津柒月公司股本60%，本期将天津柒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纳入了合并报表范围。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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