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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

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尚兴年

电话：025-84791966

电子信箱：shangxn@bie-plc.com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东吉大道 1号江苏软件园 11 栋 5-6 层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增减

比例

总资产 77,413,944.29 90,313,698.92 -14.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178,905.95 84,118,371.75 -21.33%

营业收入 8,319,185.35 7,525,715.28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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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39,465.80 -10,695,328.32 -67.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95,492.29 -12,360,068.41 -4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11,518.35 -2,561,529.7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23.87% -14.8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3.95% -17.1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47 5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47 55.3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79 3.50 -77.43%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9,399,999.00 39.17% 38,492,497 45.8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800,000.00 15.83% 13,300,000 15.83%

董事、监事、高管 3,800,000.00 15.83% 13,300,000 15.83%

核心员工

其他 5,599,999.00 23.33% 25,192,497 29.99%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4,600,001.00 60.83% 45,507,503 54.1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400,000.00 47.50% 39,900,000 47.50%

董事、监事、高管 11,400,000.00 47.50% 39,907,500 47.51%

核心员工

其他 3,200,001.00 13.33% 5,600,003 6.67%

总股本 24,000,000.00 100% 84,000,000.00 100%

股东总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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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数 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期 末 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售股份数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1 刘云光
境内自

然人
10,000,000 25,000,000 35,000,000 41.67% 26,250,000 8,750,000.00 0

2 刘红红
境内自

然人
5,200,000 13,000,000 18,200,000 21.67% 13,650,000 4,550,000.00 0

3
光辉股权投资

中心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62,000 5,551,000 7,913,000 9.42% 2,800,000 5,113,000.00 0

4

永宣资源一号

（常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52,000 1,880,000 2,632,000 3.13% 877,335 1,754,665.00 0

5

永宣资源二号

（常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60,000 1,650,000 2,310,000 2.75% 770,000 1,540,000.00 0

6

北京天星太行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00,000 1,500,000 2,100,000 2.50% 0 2,100,000.00 0

7

永宣资源三号

（常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88,000 1,470,000 2,058,000 2.45% 686,000 1,372,000.00 0

8
南京鸿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0,000 1,000,000 1,400,000 1.67% 466,668 933,332.00 0

9

天津祥盛北拓

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0,000 1,000,000 1,400,000 1.67% 0 1,400,000.00 0

10

湖南轻盐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 1,050,000 1,050,000 1.25% 0 1,050,000.00 0

合计 20,962,000 53,101,000 74,063,000 88.18% 45,500,003 28,562,9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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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商业模式

本公司是处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及相关

产品的开发商、运营商和发行商。公司目前拥有多款自主知识产权的儿童精品游戏及

部分精品单机游戏著作权，代理运营多款网络游戏软件著作权。旨在为全球的网络游

戏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游戏产品及服务。公司收入来源是游戏的版权金和发行分成收入。

本公司目前主要在移动游戏研发、移动游戏发行、游戏大数据精细化运营方面布局。

公司坚持研运一体的运作模式，专注移动游戏的研发和发行，目前公司与国内各大移

动游戏渠道，如 Appstore、应用宝、阿里游戏、百度游戏、360 游戏、小米互娱、硬

核联盟等渠道均有良好合作，并通过这些渠道为玩家提供游戏下载、 升级、充值等

服务。目前公司已与约 200 个移动游戏渠道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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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模式较上年度无重大变化。

3.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展开工作，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了积极

地调整布局。

在自研产品方面，公司将自研团队划分为精品组、儿童教育组、3D 组和网游组，

各有产品研发的侧重点，其中精品组继续深挖公司现有精品游戏和后续游戏；儿童教

育组继续专注儿童教育游戏，持续发展“熊大叔”品牌系列游戏，连续开发了“宝宝

汽车设计师”、“数学大冒险”、“宝宝消防员”、“宝宝欢乐足球”等多款儿童教

育游戏；3D 组则侧重于赛车类游戏的开发，并与电影公司合作获得了 IP 资源；网游

组主要是公司改变以往依靠单机游戏盈利这种单一盈利方式而进行的布局调整。

在产品代理方面，公司从原先纯粹的游戏研发企业逐步转型为集研发、代理发行

为一体的企业，除了发行自研产品，还积极寻找游戏产品，寻求代理合作。2016 年，

公司代理发行了一款手机网络游戏产品，并与多家中小游戏研发商建立了产品联系及

密切交流，不断挖掘制作优良的游戏产品。有利于提升公司代理发行产品收入。

在手机游戏大数据精细化运营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比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了“牛 A手游服务平台 V1.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进行了增资，“牛 A手游服务

平台”（星云数据服务平台）为手游服务的平台级产品，不仅能为手游行业上下游企

业提供服务，还能将服务延伸至其他行业领域。2016 年，该平台已经接入了数百款游

戏，总注册用户达到千万以上。随着平台级产品的形成，将对公司未来的游戏运营核

心竞争力提升有很大帮助。

在产业链战略投资和并购方面，除上述平台产品之外，公司在 2016 年收购了两

家公司的 100%的股权，其中收购的南京科亦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其间接持有无锡优

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而该公司也为新三板挂牌的游戏研发企业。公司通过

收购，布局了页游，同时也与其他游戏研发企业形成了具有股权联系的战略合作关系。

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

3.3 竞争优势分析

公司为江苏省第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手机游戏企业，团队核心成员拥有多年的游

戏行业或相关经验，主要竞争优势如下：

1、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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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直专注于移动终端游戏和应用软件产品的研发，培养了一大批骨干技术成

员，核心成员 10 余年的技术积累沉淀，经历过 6000 万平台用户，5000 万网页游戏用

户，2000 万海外游戏用户，8000 万手机游戏用户的锤炼，具备业界一流技术水平，

拥有超出行业大部分开发企业的技术优势，在各类移动终端平台、服务器端和大型互

联网平台的游戏 开发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成功经验，并且伴随着技术进步，

公司研发团队也在不断引入新的核心人才，形成核心人才年龄层次梯队，新老交替，

保证新老传承，体现出整体技术优势 公司拥有先进的客户端开发引擎、服务器开发

框架以及平台技术能力，其中先进的开发引擎和开发框架能够实现在最短时间内以最

少的成本完成产品开发，提高代码和资 源的复用率，减少研发过程中出错的概率，

有效保证产品的质量，从而实现市场和收益 最大化。在大数据时代，公司很早就注

重到数据挖掘和分析决策的重要性，建立了数据中心，并专门配置了领域分析专家。

结合世界最前沿的大数据技术和公司的游戏数据模型及分析模型，数据中心能够快速、

有效、完整分析公司各种类型游戏和应用产生的海量数据，并形成有利于决策的分析

报告、图表。公司在数据全面采集能力、精细的数据挖掘能力、量权的数据模拟分析

能力、运营数据定向综合评价工具、以及分析数据的吞吐量、能力、规模、扩展能力

等各方面，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

2、行业经验优势

在游戏开发方面，公司具有丰富的经验，公司研发团队拥有 16 年 web 技术开发

经验、4年政府信息化软件开发经验、11 年大型社区平台建设经验、9年国际领先大

型网页游戏开发经验、5年手游研发经验，具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的技术能力，开发

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在游戏运营方面，公司注重国内和海外运营，与国内主流

渠道、运营商、发行商等建立了合作，并且还在不断扩充细分渠道，在海外市场，与

其主流渠道也进行了全面发 行和运营，具备丰富的游戏运营经验。

3、管理团队优秀稳定

公司的管理层和业务骨干拥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对游

戏 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游戏业务整体规划和布局方面具备前瞻性，能够准确把

握市场 机遇并有效付诸实施。同时，公司对专业人才高度重视，通过营造良好的企

业文化、采 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培养员工的忠诚度，有效保证了核心人才队伍的稳定，

使公司的各项 业务能够持续运作，保障公司的稳定发展。业务运作稳健 公司一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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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稳健的原则开拓与发展相关业务，保证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信用度和企业形象，

使得公司能够持续的获得监管机构和电信运营商的大力支持，能够与众多的游戏开发

商及游戏推广渠道保持良好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保障了公司业务的长久稳定运行。

4、发行代理能力逐步展现

经过一年多的产品代理和磨合，在产品发行代理、市场运营方面经验日趋成熟，

形成了良好的内部控制流程和团队，具备规模化运营产品能力。

在具备上述竞争优势的同时，公司不可避免的也有一些短期内的竞争劣势，主要

如下：

1、产品发行中心的效益尚未规模化，公司组建产品发行代理业务，由于前期产

品储备并未在报告期内实现上线运营，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尚未实现规模效益。

对公司报告期内营收和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2、公司下属子公司比睿科技立足于游戏行业，对游戏行业大数据精细化运营，

尚未开展经营活动，目前尚处于产品深度研发和客户聚集期，在这个阶段，为纯投入

阶段，对公司报告期内的营收和利润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

3、儿童游戏初步显现竞争优势，但后续产品矩阵开发仍需大量的投入，在报告

期内不能大规模实现经济效益。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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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本年度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

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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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内南京比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比萌互动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东众无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在合并范围内，南京科亦丰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光辉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为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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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报告期内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南京光辉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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