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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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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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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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 胡颖影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571-56133687 

传真 0571-56133680 

电子邮箱 hyy@phonepadgames.com 

公司网址 www.phonepadgames.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杭州市拱墅区佳源银座 906、907室 310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本期（末）比上期

（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4,667,219.10 49,543,302.42 -9.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609,988.69 46,311,606.66 -10.15% 

营业收入 6,027,258.89 9,655,554.82 -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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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1,617.97 -4,675,134.90 -0.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364,662.48 -5,355,981.34 -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7,286.55 -5,094,237.59 2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0% -10.8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1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3.62 4.03 -10.17%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550,999 48.31% 34,250 5,585,249 48.6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890,083 16.45% - 1,890,083 16.45% 

      董事、监事、高

管 
15,250 0.13% 750 16,000 0.14% 

      核心员工 0 0.00% 20,000 20,000 0.17%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939,001 51.69% -34,250 51.39% 51.3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5,386,917 46.88% - 5,386,917 46.88% 

      董事、监事、高

管 
156,750 1.36% 250 157,000 1.37% 

      核心员工 62,000 0.54% -34,500 27,500 0.24% 

     总股本 11,490,000 - 0 11,49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樊今明 3,400,000 0 - 29.59% 2,550,000 850,000 

2 蒋潜 2,012,000 0 - 17.51% 0 2,012,000 

3 方升 1,106,000 0 - 9.63% 829,500 276,500 

4 吴菲 1,015,000 0 - 8.83% 761,250 25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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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永健 906,000 0 - 7.89% 679,500 226,500 

合计 8,439,000 0 8,439,000 73.45% 4,820,250 3,618,75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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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樊今明、方升、吴菲、徐永健四人，截至报告期末，四人

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蜂派投资的方式持有公司63.31%股份，其所持有股份享有的表决权足以

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樊今明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方升、吴菲、徐永

健均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4人足以对公司董事会决议和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三、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1)因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修订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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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政府补助准则”)。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要求，与企

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的成本费用；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

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新政府补助准则，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

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期间新增的政

府补助按照新准则调整。由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损益项目

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益”88,123.85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88,123.85 元；对 2017 年度母

公司财务报表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益”85,703.56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

85,703.56 元。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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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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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

提及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外，在“营业利润”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

地产除外)或处置组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

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2016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6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

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无影响。 

(2)企业自行变更会计政策 

报告期公司无自行变更会计政策。 

2．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 - - - -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不适用 

 

3.4 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 

√不适用 

 

杭州蜂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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