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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2019年3月，该公
司研发的 《GameofSul
t
ans
》，
全平台月流水突破1亿元，
2019年
10月，
《叫我万岁爷》全平台月流
水突破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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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发布了 “新三板挂牌公
司2019年经营情况”，截至今年4
月30日，新三板共有6955家挂牌
公司披露2019年年报。
记者昨从厦门证监局官网获
悉，截至目前，厦门辖区内的新三
板挂牌公司共127家。记者统计发
现，截至昨日发稿，共有105家厦
门新 三板 企 业 提 交 了 2019年 年
报，
其中41家企业营收过亿，
81家
企业实现盈利。记者梳理发现，
厦
门网络游戏运营商雷霆股份成绩
喜人，在这105家企业中，位居营
收、
净利、
分红“三料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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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2019年至今，厦门
披露年报的新三板企业共有41家
营收超亿元。其中，雷霆股份、福
慧达、华联电子、点触科技4家企
业去年年营收超十亿元。
雷霆股份可以说是一大焦
点，
占据营收、
净利、
分红“三料冠

pqrstuvawxy

军”。资料显示，
雷霆股份主要从
事网络游戏运营及相关服务，是
厦门A股上市公司吉比特控股的
子公司，
于2019年2月获准挂牌新
三板。根据年报，
雷霆股份去年营
业收入19.
57亿元，
同比增长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
44亿元，
同比增长31.
77%。
据了解，报告期内，雷霆股份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增长，
主要原因系《问道手
游》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新上线
游戏产品产生收入。
上个月，雷霆股份全资子公

司香港雷霆信息还与香港青瓷数
码共同投资1000万美元，设立了
香港雷霆青瓷，旨在提升公司竞
争力。
除了雷霆股份外，去年营收
排名第二的福慧达，营收为16.
26
亿元，同比增长6.
29%；排名第三
的华联电子，去年 营收 15.
23亿
元，
同比增长10.
57%；排名第四的
点触科技，营收为10.
5亿元，同比
增长12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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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净利润方面，共有36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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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净利润超千万，其中，有2家企
业净利超亿元。除了排名第一的
雷 霆 股 份 净 利 润 达 到 6.
44亿 元
外，排在第二位的点触科技，净利
润 达 到 2.
17亿 元 ， 同 比 大 涨
180.
63%，
可谓十分惊人。
记者了解到，厦门点触科技
专注历史养成类移动游戏的研
发、发行与运营。去年，该公司持
续推进游戏全球化发行策略，尤
其是《GameofSul
t
ans
》和《叫
我万岁爷》 两款游戏不断增加新
的语言版本，逐步扩大玩家基数，
海外收入规模及占比显著提升。

今年4月22日，贵州茅台给出
了10派170.
25的 “A股历史最高
分红”后，
市场为之一振。而在新
三板市场，上述两家厦门游戏公
司雷霆股份和点触科技也有着大
比例分红。
据悉，雷霆股份2019年的分
红派方案为每10股派170元人民
币现金。不过，
雷霆股份的股东只
有两位，分别是该公司控股股东
雷霆互动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翟健。
而点触科技2019年分红派息
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00元，预计共派发现金红
利1.
1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
除控
股股东外，点触科技的不少中小
投资者也能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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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RSTU 为推动中小企业复
工复产，帮助企业应对国际疫情
影响，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
动力，
2020年厦门市中小企业
服务月活动将于 6月举办。
中小企业服务月是厦门市
服务中小微企业活动最密集、覆
盖面最广的大型系列活动，也是
厦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的重要品牌活动。在 1个月的时
间内，活动将为中小企业提供包
括政策宣传、产融对接、管理提
升等多方面服务。
活动采用线上报名，企业可
登录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www.
xms
me
.
cn）服务月专题
报名，
或关注“厦门市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
“厦门市中小企业”
微信公众号报名。 7"#!!""8

*+,-./0#$12
=VI JKL /5W PI
Q XYZU昨天上午，厦门市贸
促会积极争取中国贸促会支持，
采取“互联网 +培训”方式，成
功举办“中国贸促会疫情防控涉
外法律风险防范（厦门）线上培
训班”，
150多位厦企代表参加。
“此次在线培训是市贸促会

抗击疫情法律服务系列举措之
一。”市贸促会会长张全军表示，
目前，厦门经济已进入全面复苏
的快车道，市贸促会将进一步发
挥涉外商事法律支援平台作用，
针对企业需求加大服务，提升企
业防范涉外法律风险能力，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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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近日，
娃哈哈集团在
杭州召开“娃哈哈康有利电商平
台启动暨招商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
“康有利” 是娃哈
哈旗下平台，将于 6月 18日正
式上线，不仅销售娃哈哈自有大
健康产品，也将逐步吸纳国内外
知名品牌入驻；将以社交电商的

模式进行推广和销售，致力于为
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优
质规范的服务。
该平台还将携手浙商银行
推出“10万创业者计划”，招募
10万年轻人成为社交零售商，
并为符合资质的年轻人提供每
人 5万元 -10万元贴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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