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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

）

参与单位名称及 通过电话会议与不特定的多家投资者进行交流
人员姓名
时间

2018 年 1 月 31 日

地点

电话交流会

上市公司接待人 公司董事长陈雁升、总经理郑泽峰、董事会秘书王云龙
员姓名
1 月 31 日，星辉娱乐投资者交流会在通过电话会议形式
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公司董事长陈雁升、总经理郑泽峰、董事
会秘书王云龙。
以下为本次交流会的会议记录：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董事会秘书王云龙先生对本次投资者交流会做简要介绍。
王云龙：下面请总经理郑泽峰先生就星辉娱乐游戏方面的
业务做一些介绍。
郑泽峰：公司在 2016 年底开始做游戏业务在上市公司的
整个整合计划，因此我们在 2017 年进一步明确了整个游戏板
块的战略，那就是游戏业务的系列化、品牌化、国际化。2017
年，我们把天拓、畅娱、趣游等公司进行业务协同对接，取得
很好的效果，现在看起来整个集团游戏业务还是比较顺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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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群英传》国内外月流水仍然维持在 1 亿左右。
在自研产品方面，2018 年第一季度会有 2 款新产品上线，
2 季度也会有 2 款。全年预计会有 6 款左右。
在代理产品方面，每个季度也是保持 1-2 款产品。
过去我们更多依靠自研，2018 年，我们开始两条路走路，
产品储备充足。从团队整合来讲，2017 年底已完成了整个组
织架构的调整。2018 年，我们研发和发行两条腿走，集团的
横向整合会在今年显现效果。
从市场来看，我们储备的产品在增量市场里，SLG 领域，
除了《三国群英传》，我们 2018 年会有 3 款产品出来。二次元
方面，
《苍之纪元》在一季度发行，预计在春节之后。现在测
试的数据相当不错，未来预计将会是我们除了《三国群英传》
之外的一个高流水产品。
除了游戏之外，还会有游戏+动画的协同，我们 2016、2017
年投的动画公司，我们也会出游戏。2018、2019 年我们自研
出品的动漫联动游戏，也会出来，未来我们通过动画降低用户
获取成本，围绕游戏产品系列化、国际化、品牌化去做深做透。
王云龙：下面请董事长陈雁升先生给大家讲一下公司的总
体情况。
陈雁升：刚才郑总已经全面介绍了游戏业务的情况，现在
我来讲讲玩具和体育板块。
目前玩具方面，结合近期我们拿到宝马动态车模和宝马自
行车的全球独家授权，在玩具业务上我们会继续做深做精，为
公司持续性发展打下基础。2017 年体育业务微亏，主要原因
是公司为储备俱乐部的实力，几乎没有出售过球员。但是西班
牙人的球员价值已经从 6000 多万欧上升至 2017 年底的 1.1 亿
欧左右。尽管 2017 年出现一些亏损，但是我们资产整体质量
在提升。
现在我们三块业务都比较健康稳妥，我简单说这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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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留给投资者提问。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环节，由我们公司高管解答
各位投资者的问题。
1、2017 年业绩预告的预测下限来看，四季度利润下滑较
为明显，原因是什么？另外为什么新的办公楼会有那么多费
用？
答：从 2017 年的业绩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
2016 年度确认投资收益大约在 1.5 亿左右，2017 年相对比较
少，所以体现下滑。第二我们投资的一些业务，预计将会提一
些减值准备。
新的办公楼我们花了 10 亿左右，里面一部分是现金，一
部分是商业借款。随着 2018 年第二季度我们入驻后，我们就
不用租现在的办公楼，这样会减少比较多的租金，第二我们也
可以出租给一些合作伙伴，也会产生租金收入。
由于星辉娱乐收购的公司主要都集中在广州区域，过去大
家都不在一起办公，相信集合办公后，业务板块会有更好的协
同发展。
2、债券投资者 15 星辉债在今年 11 月底拥有回售选择权，
不知道资金筹措的如何，公司买楼花了 10 个多亿，现在银行
授信上有多少渠道？配股的进展如何？
答：目前公司已公告过获准注册超短期融资券，在接下来
的后 2 年内可以择机发行。同时公司现有的未用的银行授信大
概还有 10 亿左右，这些未来可以融到的资金已经足够覆盖公
司债的回售的资金。
第二，我们购置的办公楼在获得房产证后，由于房产的市
场价格也有了大幅的提升，办公楼后续也可以抵押贷款融资。
配股方面，目前发审委已经审核通过了，现在在等证监会
的批文，现在我们在排队期，后续将及时跟进批文的进展情况。
3、公司对商誉计提减值的风险，之后怎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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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商誉主要在两方面，一块是天拓，一块是体育。目前
从天拓的业务发展来讲，我们不需要担心商誉减值的问题。第
二点，体育方面，俱乐部固定资产的实际价格比账面价值高很
多，也不会担心商誉的风险。
4、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否会对玩具业务有影响？足
球业务方面，预期今年是否会有一个正向的业绩贡献？
答：从 2017 年开始，原材料价格是有上涨的，公司也做
了一些准备。过去我们的玩具业务经历过多个类似的原材料价
格上涨周期，我们一直都保持了稳定发展。不光原材料，人工
也在上涨，我们的流水线自动化程度很高，因此我们也通过提
高效率、降低费用，提高公司的竞争力，价格上升是全行业的，
价格越高对龙头公司越有机会。同时我们玩具价格也在提升，
我们 2018 年玩具业务一定有所贡献。
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价值一直有在提升，可以确定俱乐部的
资产价值是安全的。业绩贡献方面目前虽然不能明确预测，但
是未来不排除出售球员等方式，对业绩会有贡献。
5、公司储备的游戏，有没有比较重点的、预期比较高的
游戏？预期会有多少流水？
答：在自研方面，一季度将发行二次元游戏《苍之纪元》，
流水有希望往上走，目前竞争力比较强，因为长期留存率较高。
在二季度将会发 2 款，一款 H5，名字没定，另外一个是重返
文明，全球发行的 SLG，是我们今年的重点产品，三季度也有
一个自研 H5 上线，四季度也是全球化 SLG 末世王者，还有一
个盛唐幻夜，mmorpg，是腾讯视频在 2018 年 4 个 S 级的剧之
一。我们在一年多之前都拿到了游戏 IP 的全版权授权，我们
未来和华策一起把这个 IP 做强做大。
因此有 2 款 SLG，1 款二次元，1 款 mmo，还有 2 款-4 款
H5。
在代理产品方面，我们已经签了《刀锋无双 2》，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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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合作了两三年的 CP，也会在这个季度发，第四季度我们会
发动画作品《雄兵连》的同名手游，也是我们投资的公司定制
的产品。在代理线上，我们还有 4-6 款产品左右，现在我们代
理产品的标准，是希望往腾讯 4-5 星标准的品质靠拢，以我们
买量+联运的能力，完全有机会在首月导入 100-300 万用户的
能力，这是我们发行在 2017 年整合后，把研发、发行两条腿
都独立上产生的能力。因此我们 2018 年的储备很不错，现在
我们考虑的是 2019 年、2020 年要做哪些储备的问题了。
6、我们后续有哪些产品会和腾讯有合作的机会？H5 方
面，我们对市场如何预期？
答：我们和腾讯合作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他们的运营、
对产品的打磨能力，给我们研发、发行上很多学习的机会，产
品合作也是一步一步在看，我们也不排除到时候给腾讯，我们
现在立项的产品，我们战略先是自己做发行，有其他更强的发
行商能做的更好，我们也不排斥去合作。
对于 H5，我们认为是手游市场的补充，目前在营收方面
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成熟 IP，如传奇、奇迹、梦
幻、大话等，在端游时代有深厚的用户群，在手游时代，都是
复刻端游的产品，但端游玩法比较累，因此现在跑出来的产品，
都是把当年的产品休闲化，轻量化，让玩家更轻松。我们在这
个品类上有两个可以突破的，一个是传奇 H5，不管是自研、
投资的、还是外部合作伙伴，都有这方面布局，另外一个，在
mmo 回合类，我们也在做一些立项。
第二个大类，我更看好完全属于 H5、更加轻量化、轻社
交、轻模拟经营、轻策略的品类，因此是更年轻化的用户群愿
意接受的产品线，因此我们自研在这个领域做分析，我们也给
投入的团队做了这些植入，但这些营收未必特别好，但可以相
对社区化。
第三个我们也在布局一些跨端的品类，手游和 H5 的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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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进行一些储备，这个市场应该是 APP 手游市场的一些细
分，这是我的看法。
天拓本身在做页游，H5 比较像手机的页游，所以我们相
信公司在这块上一定能有突破。
7、我们对足球的要求是如何？
2018 年是世界杯年，每次都是爱好者们的狂欢盛宴，每
次世界杯，俱乐部的价值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在策略上来说，
我们现在是以自己青训培养为主，充分发挥西班牙人优秀的青
训体系形成球员造血机制。
8、投资的标的，是否今年会有标的退出投资收益？
我们现在增加的投资标的，基本是围绕我们主业的游戏开
发商、发行商。我们对这些标的充满信心，在价格合适的情况
下，我们可以选择退出获得收益。

接待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
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
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无
董事会秘书签字 王云龙
日期

2018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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