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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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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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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4、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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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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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股份 股票代码 3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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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平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 C 区

25 号楼 
 

传真 0591-83920667  

电话 0591-83992010  

电子信箱 fuchungroup@fuch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围绕“通信信息+移动游戏”双主业，秉持“成人达己，成己为人”价值观，为客户提供

优质产品及服务。 

在通信信息领域，公司为通信运营商、政企类客户提供规划设计服务，并开展系统集成、

软件平台开发等各项智慧城市数字赋能业务。在移动游戏领域，公司坚持“精品游戏+知名IP”

战略，从事游戏IP运营、研发及发行业务，重点发力海外市场，旗下游戏产品遍及中国、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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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东南亚等多个地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采购、生产、销售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状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通信信息行业 

2020年，对于新冠疫情的阻击与防控，通信信息行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期间，

通信信息行业充分发挥了通信能力的优势，力保通信顺畅，创新服务方式，全力助力打赢抗

疫阻击和服务防疫新常态。同时，疫情防控也加速了5G、工业互联、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发展。

中国通信信息行业抓住了2020年的大机遇，积极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数达

931万个，全年净增90万个，其中4G基站总数达到575万个，城镇地区实现深度覆盖。5G网络
建设稳步推进，按照适度超前原则，新建5G基站超60万个，全部已开通5G基站超过71.8万个，

全年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的5G网络覆盖。现阶段，全球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蓬勃发展、跨行业、跨领

域的融合创新不断深入，扩展到物与物，人与物智能互联的5G应运而生，使移动通信技术渗

透至更加广阔的行业领域，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是未来通信发展的两大驱动力。 

公司是国内民营通信网络建设技术服务提供商中的领跑者之一，主要为移动、联通、电

信等通信运营商提供通信网络建设技术服务，技术服务范围主要包括通信网络建设前期的规

划咨询、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等。现阶段公司充分受益于5G通信的浪潮，5G大规模建设，

公司网络规划、工程施工服务已率先起量。同时，5G网络建设不同于以往的脉冲式投资形式，

建设周期更长，投入更高，更具持久性的市场特点将在未来至少5年内将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发

展增量。同时公司已经在智慧城市等方面，开展前期技术储备及商务工作，后续有望持续提

升业务规模，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 

（2）移动游戏行业 

2020年疫情期间，游戏行业成为了“宅经济”的宠儿，游戏产业在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扶持

和指导下，不仅抵御住了疫情的冲击，还实现了高质量的增长。我国游戏产业深耕产品制作，

从IP 产品的孵化到游戏、动漫、影视等多平台的跨界联动，再到文化衍生品的授权开发，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随着5G 技术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蓄势待发，

云计算、VR 等产业加速演进。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成为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的重要标志。

根据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目前我国移动

游戏用户规模逾6.54亿人，同比增长4.84%；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96.76亿元，比2019

年增加了515.65亿元，同比增长32.61%。“游戏出海”规模进一步扩大，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154.50 亿美元，同比增长33.25%，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阶段游戏行业

更加注重未成年保护工作，更加注重精品化建设，更加注重文化内涵，更加注重科技赋能，

不断创造优质内容，推动产业创新与融合，让中国游戏产业呈现出健康、繁荣、多元的发展

态势。 

    公司移动游戏业务坚持“精品游戏+知名IP”战略，目前拥有众多优秀IP。现阶段国内游戏

市场马太效应显著，游戏市场高度集中，腾讯及网易占据了中国市场绝大部分份额，由于游

戏优秀的变现能力，拥有庞大流量和强势渠道的字节跳动入局游戏行业，在国内竞争激烈的

情况下，公司选择出海抢占海外市场，公司在游戏IP运营、研运一体等方面经验丰富，并携

手头部发行商布局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区，迅速占领海外市场份额，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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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85,867,868.88 467,666,388.11 3.89% 555,247,12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11,713.68 -560,942,227.26 106.54% 57,993,95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88,958.52 -912,472,727.12 98.91% -298,953,40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31,535.35 104,133,269.84 -34.76% 43,045,86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78 106.41%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78 106.41%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7% -62.72% 70.39% 4.5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172,732,714.42 1,420,079,642.45 -17.42% 2,184,295,70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9,043,530.35 499,647,488.99 -10.13% 1,234,887,831.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5,480,551.71 107,284,376.86 91,108,184.53 181,994,75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92,415.03 2,885,697.55 51,001,905.77 -32,068,30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05,656.83 -1,100,120.47 5,085,571.72 -25,480,06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96,950.58 -7,730,407.24 7,011,945.44 37,753,0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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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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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8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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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富春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8% 102,868,158 0 质押 53,8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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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品章 境内自然人 7.64% 52,842,879 45,721,109 质押 19,656,000 

平潭奥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34,487,500 0   

冯建华 境内自然人 2.54% 17,536,100 0   

缪知邑 境内自然人 1.26% 8,677,379 0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8,200,000 0   

吴景珍 境内自然人 1.09% 7,525,205 0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1.02% 7,073,080 0   

宋凤毅 境内自然人 0.98% 6,787,400 0   

顾梅英 境内自然人 0.71% 4,8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缪品章持有富春投资 90%股权，并任执行董事；缪品章持有平潭奥德 95.5%股

权，并任执行董事；缪品章与缪知邑为父女关系，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2、除

前述股东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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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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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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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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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更加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经济在经受短期冲

击后，逐步实现转危为机的良好恢复态势。通信行业，5G开始大规模商用，带动信息技术产

业迎来新一波发展浪潮；同时运营商持续开展提速降费工作，继续压低建网成本，使得产业

链公司面临收入增速下降、毛利率下滑等经营压力。游戏行业，受“居家经济”的繁荣，中国

移动游戏、游戏海外收入均超过30%的增速，但行业保持严监管，国内版号总量调控，市场

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586.79万元，同比增长3.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671.17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子公司上海骏梦自研产品上线表现优异，业绩同比

增长明显，以及通信信息板块业绩稳步增长所致。同时，公司在业绩补偿款及其他金融资产

的相关减值准备，对总体业绩造成一定的拖累。 

（1）通信信息板块：立足规划设计业务，拓展智慧城市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5G、智慧城市数字赋能等新兴机会，通信信息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1,216.75万元，同比增长31.01%。 

规划设计业务方面，2020年1月，公司子公司北京通畅中标中国移动规划设计集采项目，

中标金额9,689.10万元，涵盖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新疆、福建等省市，有利夯实公司基

础业务的市场地位；2020年10月，北京通畅中标北京联通固网产品线路设备移、技改等总承

包项目，中标金额5000万，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通信网络EPC业务。  

智慧城市业务方面，公司依靠前端规划设计的市场客户优势，积极拓展后端的集成、运

营管理等环节业务，公司在智慧城市等方面取得项目拓展，并积累了信息化项目的实施经验。 

（2）移动游戏板块：坚持“精品游戏+知名IP”战略，持续发力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上海骏梦继续坚持“精品游戏+知名IP”战略，发挥IP运营、研发一

体化经营优势。报告期内，上海骏梦主要受益于自研产品《仙境传说RO:新世代的诞生》上
线港澳台的表现优异，实现营业收入21,013.23万元，同比增长36.28%，实现净利润8,029.2万

元，同比增长168.11%。  

2020年，上海骏梦加大游戏产品的海外市场投放，自研产品《仙境传说RO：新世代的诞

生》于10月份上线港澳台地区，取得优异成绩，3个半月实现1亿美元流水；在台湾市场，产

品连续霸占IOS畅销榜榜首超50天；该产品被GameLook评为“年度最佳国外IP改编游戏”。联

合开发产品《仙境传说RO：爱如初见》于7月份上线韩国市场，流水表现良好。在研项目上，

《梦幻龙族》、《仙境传说RO：复兴H5》等产品已通过多轮测试，待产品优化后陆续投放国

内外市场。此外，公司在报告期内出售摩奇卡卡100%股权，进一步优化游戏板块资产和业务

结构，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3）完善公司治理，持续加强党建、企业文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三会、管理层的运作机制，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持续引进高端

市场人员，转变子公司、事业部由生产到市场的角色定位；积极探索各业务合作、股权合作

模式，为信息技术业务拓展提供活力；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加强精细化管理，调整经营管

理模式，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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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方面，公司作为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持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成果，以“悦读”、“乐跑”为主线贯穿企业文化建设，形成董事长任书记、总裁任副书记、

监事会主席任常务副书记的党委班子，明确将党建写入党章，并持续召开月度党政联席会议，

积极支持抗疫、投身精准扶贫，富春党总支委员会升格为富春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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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技术服务 174,142,416.16 123,606,289.92 29.02% 26.99% 10.23% 10.79% 

游戏业务 273,700,372.06 60,502,274.83 77.89% -10.30% -16.2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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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586.79万元，同比增长 3.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1.17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子公司上海骏梦自研产品上线表现优异，业绩同比增长明显，以及通信信息

板块业绩稳步增长所致。同时，公司在业绩补偿款及其他金融资产的相关减值准备，对总体业绩造成一定

的拖累。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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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旧准则街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在本报告

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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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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无 

(二) 处置子公司： 

1．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并丧失控制权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比例

（%）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42,506,500.00 100.00 现金 2020年12月 工商变更 -34,948.81 

续：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公允

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剩余股权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
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主

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
的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

损益的金额 

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0 0 0 0 0 0 

注：2020年12月，公司将其持有的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福建富春投资

有限公司，2020年12月30日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三)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报告期内新增公司 

2020年9月22日本公司与李国兴成立中富铭军（福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铭军”）。中富铭

军注册资本1,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51%； 

2. 报告期内注销公司 

2020年5月18日，上海骏梦全资子公司北京骏游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富娱文化传播（上海）

有限公司注销；2020年6月3日，深圳天元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销；2020年6月4日，上海骏梦全资子公司

DREAM SQUARE NETWORK TECHNOLOGY PTE. LTD.注销；2020年12月1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富瑞信

控股有限公司注销。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缪品章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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