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受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
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且仅用于为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有关事实及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
了核查、验证，并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六次会议。 该次董事会定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2020 年 4 月 17 日， 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该通知载明本次股东大会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召开时
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
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
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以及网络投票时间及程序等内容，符合《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2020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如期在深圳市南山区科丰

路 2 号特发信息港大厦 A 栋北区 3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彭浩先
生主持。 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
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以下简称“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合称“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交
易系统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 9:15-15:00 的任
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载明的内容
一致，且按规定通过网络投票平台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共 18 人，代表股份 201,517,71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8042%。本所律师已
核查了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共同确
认，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35,219,32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6360％。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参加表决

的股东资格， 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根据公告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1、《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5、《关于公司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8、《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10、《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11、《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案一致，未发

生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议案审议过程中提出新议案或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
合《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
行了投票表决。 公司对现场投票当场清点投票结果，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的网络投票结果结
合现场投票的情况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认为，投票表决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结果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

的资料，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单独计算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 根据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通知》 中所列议案均获本次会议有效通
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
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龚 磊 经办律师 ：许玉祥

经办律师 ：江琪英

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粤昆律法意字（2020）第 603 号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3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 年 5 月 13 日 09:15—15:00 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特发信息港 A 栋北区 3 楼大
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彭浩先生
6.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该公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5 人，代表股份 236,737,03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4.44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201,517,71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0.80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 代表股份 35,219,32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3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4 人，代表股份 38,836,63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00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3,617,31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7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 代表股份 35,219,32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360％。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1.00�《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19,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5％；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19,3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8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20％。

议案 2.00�《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19,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5％；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19,3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8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20％。

议案 3.00�《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20,2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7％；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19,8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93％；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7％。

议案 4.00�《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19,6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4％；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19,2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77％；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1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20％。

议案 5.00�《关于公司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802,1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155％；反对 297,6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8％；弃权 4,637,2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01,7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2932％；反对 297,6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65％；弃权 4,637,2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403％。

议案 6.00�《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94,7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1％； 反对 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94,3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1％；反对 1,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43％。

议案 7.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0,034,3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446％ ； 反对

16,662,1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383％；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33,98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9925％ ； 反对

16,662,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9032％；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43％。

议案 8.00�《关于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96,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96,0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55％；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43％。

议案 9.00�《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95,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6％；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4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95,5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2％；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4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6％。
议案 10.00�《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696,5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9％；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96,1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57％；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43％。

议案 11.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285,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92％；反对 41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7％；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385,0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72％；反对 41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85％；弃权 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43％。

上述第 8 条、第 9 条、第 10 条及第 11 条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含）以上同
意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全部议案均获得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许玉祥律师、江琪英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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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收到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2020】第[284]号。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所列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现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作出回复，公告如下：

2020 年 4 月 29 日，你公司披露《2019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及致歉公告》，将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由 5.50 亿元修正为 2.57
亿元，同比下降 74.58%，修正的主要原因为受疫情影响，财务部门对财务信息采集
受限影响成本确认金额，以及计提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在披露上述
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前，2019 年 11 月 27 日 -2020 年 3 月 13 日， 你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林奇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473.0767 万股， 减持比例为
1.658%。 同时，我部于近日收到投资者投诉，质疑控股股东提前获知业绩修正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1、公告披露，受人员复工不足、部分国内外合作客商复工缓慢影响，你公司财
务信息采集受限，从而影响成本确认金额，导致营业利润较前次业绩快报测算减少
27,558.65 万元。 请说明你公司截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的人员到岗率，受疫情影响复
工缓慢的合作商名称、合作内容，以及财务信息采集受限的具体内容，受限程度等。

公司回复：
疫情期间，我司严格遵守国家及当地政府的相关要求开展复工相关工作。 我司

员工中，非沪籍员工占比约 84%，受春节因素影响，较多非沪籍员工期间曾离开上
海前往其他省市休假，因此根据政府及公司相关规定要求，期间离开过上海的员工
休假结束返回上海后， 还需再自行隔离 14 天并确保无感染症状后方可返司工作。
截止 2020 年 2 月 28 日，财务核算员工到岗率 69%，广告投放员工到岗率 73%。

此次涉及的合作商：北京思恩客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维度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吉狮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拓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FINGERTIMEADVERTISEMENTLIMITED、DOTCPTE.LTD.等；主要系公司广告推
广的服务商，对核心游戏产品：《少年三国志 2》手游、《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页游、
《圣斗士星矢：觉醒》手游、《狂暴之翼》手游等产品进行推广引流，帮助公司获取游
戏玩家用户、进而依靠玩家充值消费获得最终收益。

国内供应商的投放主要系公司 2019 年 12 月上线新游戏产品《少年三国志 2》流
水数据上线后超预期， 业务部门根据新增用户和游戏流水的良好趋势追加广告推
广投放力度，该产品 2019 年 12 月累计新增用户 479 万人，上线后实现 iOS 免费榜
第一位，畅销榜前五名，上线当月获得硬核联盟明星产品推荐，魅族年度人气游戏，
OPPO、UC 魅族新游榜第一，OPPO、vivo、华为等主流游戏平台热门畅销榜前十。疫
情突发、复工缓慢，业务人员在与供应商确认投放金额后未能在结算月末之前将结
算信息传递至财务部门， 致财务部在进行业绩快报出具时未能完整收到已确认的
广告投放信息；公司人员正常返司到岗后，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复核对账中发现超
预算投放导致与业绩快报出具时存在的差异。 海外供应商的投放主要系海外发行
代理产品如《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页游、《圣斗士星矢：觉醒》手游等产品，公司追
加了年末节假日投放广告预算， 由于海外广告代理商对账周期恰逢圣诞节、 元旦
节、春节和疫情多因素影响，导致业绩快报出具时按预算成本预估和实际投放存在
差异。

超预算追加投放属于业务发生时结合实际运营、节假时段、市场偏好的个案行
为，受疫情影响，该部分信息无法及时传递属于偶发情况，未对公司日常的整体财
务信息采集获取造成显著影响。 通过此次差异修正我司已经发现在偶发特殊情况
下原有内部信息传递方式存在需要完善之处，经上报公司管理层后，计划 2020 年内
通过优化公司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财务系统数据接口等方式以确保信息采集的
及时性和准确性，规避上述情况的发生。

2、请分产品说明你公司产品收入确认、成本核算的依据及相应的会计处理，以
及你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与收入、成本
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的评价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专注于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网络游戏按产品类别分为：网页游

戏、移动游戏；按不同运营方式，分为自主运营、联合运营。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标
准及时点、主要成本的确认方法如下：

（1）网络游戏业务的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在自主运营并向玩家销售虚拟游戏货币的情况下，对所售虚拟游戏币最终购买

的游戏道具按长期性道具、消耗性道具进行区分，并根据区分的道具类型进行收入
确认：

A、对于游戏玩家购买的消耗性道具所使用的虚拟游戏货币，在该虚拟货币于
游戏产品中实际使用时确认营业收入。

B、对于游戏玩家购买的长期性道具所使用的虚拟游戏货币，在该游戏产品的
玩家生命周期内采用直接法摊销并确认营业收入。

若不能够区分长期性道具和消耗性道具的游戏产品，于游戏玩家在游戏产品中
实际使用其购买的虚拟游戏货币时确认营业收入。

在联合运营的模式中，按一般联合运营和授权运营分别进行收入确认：
A、一般联合运营根据合作运营的其他运营商定期提供的结算数据确认营业收

入；若在资产负债表日无法获取结算数据，则依据实际充值流水、分成比例暂估所
属会计期间应获得的营业收入；

B、授权运营模式下，公司不直接与游戏用户发生权力义务关系，不承担主要营
运责任，将收取的版权金计入递延收益，并在协议约定的受益期间内对其按直线法
进行摊销并确认为营业收入。

（2）网络游戏业务的成本确认具体方法
公司主要的营业成本包括广告推广费、游戏分成款、服务器设备成本、游戏版权

金、无形资产摊销等。 各成本项具体确认的方法如下：
广告推广费：以业务人员与广告服务商确认的投放金额、投放项目为依据，确认

对应游戏产品项目的广告推广费用；
游戏分成款：以游戏分成合同中的分成比例、分成计算要素为依据，计算应支付

的分成款并确认对应成本；
服务器设备成本：其中，自有服务器设备根据设备使用寿命按直接先计提相应

折旧确认成本，外部服务器租赁成本则以租赁合同为依据确认相关租赁成本；
游戏版权金：以版权金合同中的版金金额、版权有效期为依据，将版金在合同规

定的有效期内分摊确认对应成本；
无形资产摊销：游戏产品研发资本化形成的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摊销在所属

会计期内确认对应的成本；
（3）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
为确保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执行及最终财务报告数据的准确、可

靠，公司财务部制定了《游族网络财务管理制度》、《游族网络税务专项管理制度》、
《游族网络费用报销实施细则》等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在《游族网络财务管理制度》
中对财务组织结构、管理职责分工、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做了细化的描述，并在实
际会计核算过程中以制度为依据开展相关工作。 在信息化方面，公司融合自身研发
实力及外部标准产品，分从前端游戏数据管理、OA 流程管理、用友 NC 账务管理等
多层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化投入建设，逐步提升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及时性。

此次业绩快报修正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相关信息传递滞后。 公司内部控
制流程亦已发现并进行了修正。针对该情况，公司将在 2020 年内通过进一步优化信
息化系统，提升信息采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以规避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综上，公司认为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
年审会计师说明：
（一）公司提供信息
1、公司专注于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网络游戏按产品类别分为：网页

游戏、移动游戏；按不同运营方式，分为自主运营、联合运营。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
标准及时点、主要成本的确认方法如下：

（1）网络游戏业务的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在自主运营并向玩家销售虚拟游戏货币的情况下，对所售虚拟游戏币最终购买

的游戏道具按长期性道具、消耗性道具进行区分，并根据区分的道具类型进行收入
确认：

A、对于游戏玩家购买的消耗性道具所使用的虚拟游戏货币，在该虚拟货币于
游戏产品中实际使用时确认营业收入。

B、对于游戏玩家购买的长期性道具所使用的虚拟游戏货币，在该游戏产品的
玩家生命周期内采用直接法摊销并确认营业收入。

若不能够区分长期性道具和消耗性道具的游戏产品，于游戏玩家在游戏产品中
实际使用其购买的虚拟游戏货币时确认营业收入。

在联合运营的模式中，按一般联合运营和授权运营分别进行收入确认：
A、一般联合运营根据合作运营的其他运营商定期提供的结算数据确认营业收

入；

B、授权运营模式下，公司不直接与游戏用户发生权力义务关系，不承担主要营
运责任，将收取的版权金计入递延收益，并在协议约定的受益期间内对其按直线法
进行摊销并确认为营业收入。

（2）网络游戏业务的成本确认具体方法
公司主要的营业成本包括广告推广费、游戏分成款、服务器设备成本、游戏版权

金、无形资产摊销等。 各成本项具体确认的方法如下：
A、广告推广费：以业务人员与广告服务商确认的投放金额、投放项目为依据，

确认对应游戏产品项目的广告推广费用；
B、游戏分成款：以游戏分成合同中的分成比例、分成计算要素为依据，计算应

支付的分成款并确认对应成本；
C、服务器设备成本：其中，自有服务器设备根据设备使用寿命按直接先计提相

应折旧确认成本，外部服务器租赁成本则以租赁合同为依据确认相关租赁成本；
D、游戏版权金：以版权金合同中的版金金额、版权有效期为依据，将版金在合

同规定的有效期内分摊确认对应成本；
E、无形资产摊销：游戏产品研发资本化形成的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摊销在所

属会计期内确认对应的成本。
（3）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
为确保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执行及最终财务报告数据的准确、可

靠，公司财务部制定了《游族网络财务管理制度》、《游族网络税务专项管理制度》、
《游族网络费用报销实施细则》等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在《游族网络财务管理制度》
中对财务组织结构、管理职责分工、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做了细化的描述，并在实
际会计核算过程中以制度为依据开展相关工作。 在信息化方面，公司融合自身研发
实力及外部标准产品，分从前端游戏数据管理、OA 流程管理、用友 NC 账务管理等
多层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化投入建设，逐步提升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及时性。

此次业绩快报修正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相关信息传递滞后。 公司内部控
制流程亦已发现并进行了修正。针对该情况，公司将在 2020 年内通过进一步优化信
息化系统，提升信息采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以规避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综上，公司认为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
（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情况
我们接受委托对游族网络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但未

接受委托对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我们实施的与内部控制
有关的审计程序是以财务报表审计为目的， 并非为了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
见。

我们在审计中对与收入确认和成本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实施的审计程序如下
（包括但不限于）：

1、针对公司游戏收入确认的特点及相关内控流程，会计师分别实施的主要检查
程序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被审计单位销售与收款循环和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并记录
获得的了解；

（2）针对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控制目标，记录相关控制活动，以及受该控制活动
影响的交易和账户余额及其认定；

（3）执行穿行测试，证实对交易流程和相关控制的了解，并确定相关控制是否
得到执行；

（4） 记录在了解和评价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控制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识别的风险，
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5）针对了解的被审计单位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控制活动，确定拟进行测试的控
制活动；

（6）测试控制活动运行的情况，记录测试程序、过程和结论；
（7）由 IT 审计团队对与游戏收入相关的信息系统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包括但不

限于：信息科技治理、信息系统开发与变更管理、信息系统运维管理和信息系统安
全管理等。

2、针对公司游戏成本确认的特点及相关内控流程，会计师分别实施的主要检查
程序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成本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并记录获得的了解；
（2）针对内部控制目标，记录相关控制活动，以及受该控制活动影响的交易和

账户余额及其认定；
（3）执行穿行测试，证实对交易流程和相关控制的了解，并确定相关控制是否

得到执行；

（4）记录在了解和评价成本控制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识别的风险，以及拟采取的
应对措施。

我们在执行年审工作过程中注意到， 公司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产生信息传输延
误，公司对相关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进行了修正。 我们对上述收入和成本实施内部
控制测试时公司已完成相关修正。 我们实施审计程序后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3、林奇减持公司股份的动机和目的，并说明其在减持公司股份前是否已知悉公
司 2019 年净利润将进行大幅修正。

公司回复：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林奇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其他一致行动

人，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林奇持有公司 30.82%的股份。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了《2019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及致歉公告》（以下简称“业绩修正公
告”）。 林奇先生在披露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前 2019 年 11 月 27 日 -2020 年 3 月 13 日
的减持情况已于 2020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减持比例达 1%
的公告》，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 林奇先生股票质押融资集中处于到期还款、
展期及付息的时间窗口， 因此林奇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目的主要系偿还股票质押
相关债务本息， 降低存量股票质押规模， 以响应监管号召进一步降低化解质押风
险。

截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会计师的年度现场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得
出业绩快报测算净利润需要大幅度修正的结果。 因此，林奇先生减持公司股份时并
不知悉公司 2019 年净利润将进行大幅修正的情况。

综上，林奇先生上述减持行为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减持规则的要求，符合定期报告、业绩快
报、业绩预告前窗口期的减持限制要求，亦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4、请报送本次业绩快报修正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就你公司本次业绩修正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在本次业绩修正前三个月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认真自查和说明。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2019 年年度报告》、《2019 年

度业绩快报修正及致歉公告》，公司已同步报送本次业绩预告、年度报告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名单。 公司对就本次内幕信息知情人、董监高、大股东在业绩修正前三个
月内（2020 年 1 月 28 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并
将情况说明如下：

（1）董事长、总经理林奇先生在业绩修正前三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股份（股） 占减持时总股本比例 减持期间

林奇 大宗交易 1,032,266 0.1162% 2020年 2月 7日

林奇 大宗交易 950,000 0.1069% 2020年 2月 17日

林奇 大宗交易 1,414,400 0.1592% 2020年 3月 12日

林奇 大宗交易 4,450,000 0.5009% 2020年 3月 13日

经自查，林奇先生上述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减持规则的要求，符合定期报
告、业绩快报、业绩预告前窗口期的减持限制要求，亦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2）除林奇先生外，其他本次内幕信息知情人、董监高、大股东在上述业绩修正
前三个月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无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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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游族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284 号），我们对深交所要求会计师回复的
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答复如下：

问题 2、 请分产品说明你公司产品收入确认、成本核算的依据及相应的会计处
理， 以及你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与收
入、成本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的评价情况。

答复：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与收入、成本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的评价情况。
（一）公司提供信息
1、公司专注于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网络游戏按产品类别分为：网页

游戏、移动游戏；按不同运营方式，分为自主运营、联合运营。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
标准及时点、主要成本的确认方法如下：

（1）网络游戏业务的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在自主运营并向玩家销售虚拟游戏货币的情况下，对所售虚拟游戏币最终购买

的游戏道具按长期性道具、消耗性道具进行区分，并根据区分的道具类型进行收入
确认：

A、对于游戏玩家购买的消耗性道具所使用的虚拟游戏货币，在该虚拟货币于
游戏产品中实际使用时确认营业收入。

B、对于游戏玩家购买的长期性道具所使用的虚拟游戏货币，在该游戏产品的
玩家生命周期内采用直接法摊销并确认营业收入。

若不能够区分长期性道具和消耗性道具的游戏产品，于游戏玩家在游戏产品中
实际使用其购买的虚拟游戏货币时确认营业收入。

在联合运营的模式中，按一般联合运营和授权运营分别进行收入确认：
A、一般联合运营根据合作运营的其他运营商定期提供的结算数据确认营业收

入；
B、授权运营模式下，公司不直接与游戏用户发生权力义务关系，不承担主要营

运责任，将收取的版权金计入递延收益，并在协议约定的受益期间内对其按直线法
进行摊销并确认为营业收入。

（2）网络游戏业务的成本确认具体方法
公司主要的营业成本包括广告推广费、游戏分成款、服务器设备成本、游戏版权

金、无形资产摊销等。 各成本项具体确认的方法如下：
A、广告推广费：以业务人员与广告服务商确认的投放金额、投放项目为依据，

确认对应游戏产品项目的广告推广费用；
B、游戏分成款：以游戏分成合同中的分成比例、分成计算要素为依据，计算应

支付的分成款并确认对应成本；
C、服务器设备成本：其中，自有服务器设备根据设备使用寿命按直接先计提相

应折旧确认成本，外部服务器租赁成本则以租赁合同为依据确认相关租赁成本；
D、游戏版权金：以版权金合同中的版金金额、版权有效期为依据，将版金在合

同规定的有效期内分摊确认对应成本；
E、无形资产摊销：游戏产品研发资本化形成的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摊销在所

属会计期内确认对应的成本。
（3）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
为确保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执行及最终财务报告数据的准确、可

靠，公司财务部制定了《游族网络财务管理制度》、《游族网络税务专项管理制度》、
《游族网络费用报销实施细则》等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在《游族网络财务管理制度》
中对财务组织结构、管理职责分工、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做了细化的描述，并在实

际会计核算过程中以制度为依据开展相关工作。 在信息化方面，公司融合自身研发
实力及外部标准产品，分从前端游戏数据管理、OA 流程管理、用友 NC 账务管理等
多层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化投入建设，逐步提升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及时性。

此次业绩快报修正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相关信息传递滞后。 公司内部控
制流程亦已发现并进行了修正。针对该情况，公司将在 2020 年内通过进一步优化信
息化系统，提升信息采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以规避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综上，公司认为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
（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情况
我们接受委托对游族网络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但未

接受委托对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我们实施的与内部控制
有关的审计程序是以财务报表审计为目的， 并非为了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
见。

我们在审计中对与收入确认和成本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实施的审计程序如下
（包括但不限于）：

1、针对公司游戏收入确认的特点及相关内控流程，会计师分别实施的主要检查
程序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被审计单位销售与收款循环和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并记录
获得的了解；

（2）针对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控制目标，记录相关控制活动，以及受该控制活动
影响的交易和账户余额及其认定；

（3）执行穿行测试，证实对交易流程和相关控制的了解，并确定相关控制是否
得到执行；

（4） 记录在了解和评价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控制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识别的风险，
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5）针对了解的被审计单位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控制活动，确定拟进行测试的控
制活动；

（6）测试控制活动运行的情况，记录测试程序、过程和结论；
（7）由 IT 审计团队对与游戏收入相关的信息系统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包括但不

限于：信息科技治理、信息系统开发与变更管理、信息系统运维管理和信息系统安
全管理等。

2、针对公司游戏成本确认的特点及相关内控流程，会计师分别实施的主要检查
程序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成本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并记录获得的了解；
（2）针对内部控制目标，记录相关控制活动，以及受该控制活动影响的交易和

账户余额及其认定；
（3）执行穿行测试，证实对交易流程和相关控制的了解，并确定相关控制是否

得到执行；
（4）记录在了解和评价成本控制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识别的风险，以及拟采取的

应对措施。
我们在执行年审工作过程中注意到， 公司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产生信息传输延

误，公司对相关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进行了修正。 我们对上述收入和成本实施内部
控制测试时公司已完成相关修正。 我们实施审计程序后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2020 年 5 月 12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回复
信会师函字 [2020]第 ZA262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收到股东焦耀中先生办理股票解押的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焦耀中先生股份解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质权人

焦耀中 否 600 8.7687% 0.4775% 2017年 9月 20日 2020年 5月 12日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合计 - 600 8.7687% 0.4775%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焦耀中 6,842.55 5.4457% 6,161.5 90.0468% 4.9037% 0 0 0 0
合计 6,842.55 5.4457% 6,161.5 90.0468% 4.9037% 0 0 0 0

3、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二、其他说明
焦耀中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焦耀中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

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焦耀中先生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部分解除质押）；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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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办理股票解押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