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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厦门吉相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吉相资本”，吉比特全资子公司。

吉相资本前身为上市公司投资部，于2016年8月成立全资子公司厦门

吉比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2月更名为厦门吉相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亿元。

截止目前，吉相资本已在相关领域完成20余个投资案例，截止2018年

10月，累计投资金额约4亿元人民币。

除了投入资金，吉相资本将在投后持续为创业者提供技术、管理、法

律、人才、后续融资等多方面帮助，成为创业公司成长道路上的合作

伙伴。

关于我们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比特”）是国家级重点软件企业，成功研发出

《问道》、《斗仙》等多款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游戏，用户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7年1月，吉比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3444，并于同年6月纳入

上证180指数、中证500指数。

吉比特以游戏研发为主，游戏运营为辅，全面布
局游戏全产业链条，各领域收入持续不断增长，
2016年吉比特营业收入总额突破10亿，2017年更
是达到14.4亿，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达到6.1亿。

吉比特营收规模

14.4亿
2017年全年营收： 2017年全年净利：

6.1亿
2.24 2.77 3.2 3.0 13.1

201720162015201420132012

单位：亿元人民币

14.4

关于我们

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公告



除本身游戏研发业务外，吉比特还扎实布局游戏产业各个领域。

公司于2014年设立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雷霆游戏”），专注

于网络游戏推广和运营，开始了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现已成功代理运营了多款知名游戏产品。

吉比特与雷霆游戏、吉相资本一道，共同构建起吉比特重要的三维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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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相资本 — 投资
吉比特于 2016 年 8 月设立全资子

公司吉相资本。设立后，吉相资本

作为公司投资业务平台，一方面对

公司比较熟悉的游戏行业及上下游

相关公司进行投资；另一方面，通

过股权投资、产业并购等方式战略

延展文娱相关产业链。

吉比特 — 研发
吉比特作为上市公司，自2004年成立

以来专注于游戏研发工作14年，拥有

丰富的研发经验，通过多款知名产品

树立了良好的行业口碑。

雷霆游戏 — 发行
吉比特于2011年设立全资子公司雷霆互

动，积极向产业链下游的发行运营业务方

向发展，纵向延伸游戏产业。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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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产业是指由文学、动漫、影视、音乐、游戏、演出、衍生品等多元文化娱乐形态而组成的融合产

业。2017年，文化部颁布的《关于“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动漫、

游戏、创意设计、网络文化等新型文化业态”，进一步为文娱产业的发展表明政策方向。

“文娱产业”

影视产业
未来3年我国影视产业最大的增长引

擎不是电影票房，而是付费视频用户

的高速增长。院线与在线票务平台也

会进入整合期。此外，“影游联动”

发展模式日趋成熟，成为文娱产业互

联融合的经典模式。

游戏产业
游戏产业是文娱产业的核心产业，

是IP的关键变现渠道，在整个产业

链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IP经营的

模式已经深入到游戏产业的各个环

节，而游戏本身也成为优质IP的提

供方。

文学产业
网络文学是文娱产业中的重要一环，

是诸多重要IP的培育场，为文娱产业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动漫产业
动漫产业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动画、漫画。二

次元主流化，使动漫产业逐步摆脱细分化、

专业化发展模式，形成打通游戏、动漫、文

学、影视等文娱文化娱乐生态。

文娱产业



2016年我国文娱核

心产业产值达到

4155亿元，约占数

字经济的18.4%。

2017年，我国文娱

核心产业产值约为

5484亿元，同比增

长32%，占我国数

字经济的比重将超

过1/5，已逐步成

为我国数字经济的

重要支柱和新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

4155亿

我国文娱产业产值

2017年我国文娱核心产业产值达到5484

亿，同比增长达到32%。

5484亿 2017年

2016年

文娱占数字经济的比重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文娱产业

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也不断提升，已逐步成

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柱。

18.4%

>20%

“产业规模”

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泛娱乐产业白皮书》，工信部

文娱产业

2017年

2016年



“产业结构”
2017年文娱核心产业近5500亿的产值中，游戏产业的产值占据了超过1/3，总产值达到2036亿。

音乐产业 影视产业 动漫产业 游戏产业

10%

22%

14%

37%

2%

文学产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习惯

也随之改变，文娱消费比例扩大，付费

意愿也不断提升。再加上我国数字版权

保护力度的加大，带动了游戏付费、网

络视频付费、音乐付费等步入常态，文

娱产业形成了以游戏产业为核心的百花

齐放局面。

2036亿780亿1250亿570亿 120亿

文娱部分核心产业比重

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泛娱乐产业白皮书》，工信部

文娱产业



变现层
包括游戏、演出、周边衍生品等，将运营后具备影响力的IP变现。

运营层
包括电视剧、电影、网剧、音乐等，将孵化的IP的影响力放大，辅助变现。

孵化层
包括网络文学、动漫（不含衍生品），该层的重点在于潜力IP内容的培育。

多元文化娱乐形态构成了文娱市场的核心元素，从产

业链角度看，主要由孵化IP的“孵化层”、放大IP影响

力的“运营层”与最终将IP充分变现的“变现层”组成。

三大产业链层次和谐勾连，并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层次”

文娱产业

IP



以IP为核心
IP是文娱产业能够联动的核心，优质IP将带动全链条的发展。

娱乐形态多元化
随着技术进步，人们消费习惯的升级，娱乐形态也越发丰富。

不同形态融合互补
丰富的娱乐形态围绕优质IP彼此融合互补，各类跨行业联动效应凸显。

文娱产业的本质是内容产品在多元文化娱乐形态

之间的迭代开发，可以降低前期风险，减少边际

成本，扩大受众范围，提高投资回报率，从而实

现产品的长尾价值，获得规模效应，共享多元形

态的经济收益。

“本质”

游戏 影视

动漫 文学

IP

文娱产业



“发展趋势”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人们消费习惯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文娱产业凭借易于传播的文娱内容属性与移动互

联经济下发达的社交通道，在资本推动下，文娱产业将形成完整生态，其内部各产业协同共振

及规模效应将有效放大投资价值，降低投资风险。

消费转变
居民平均收入水

平提升带来消费

习惯的转变。

粉丝效应
优质IP拥有庞大

的粉丝群体，而

社交媒体的发达

放大该效应。

资本加持
资本的不断涌入

为文娱的发展带

来丰沛血液。

延展性
文娱类内容产品

天生具备优质的

延展性。

产业生态融合
由以IP为核心的内容融合逐步

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发展，

形成完整文娱生态。

生态协同共振
不同产品相互关联、受众群体

彼此融合，导致全生态的协同

联动，进而形成规模效应。

价值与风险
受益于生态共振与规模效应，

文娱产品的长尾价值有望被挖

掘，投资风险有效降低。

文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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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游戏产业的投资基础上，吉相资本将以优质IP

为主线，积极拓展包括动漫、影视、文学、电竞等投资领域，

力求打造覆盖完整文娱领域的投资版图。

游 戏

动 漫 体 育

IP

IP运营

文 学

影 视

电 竞

“投资方向” 吉相资本聚焦于以游戏上下游产业链

为核心，包括IP运营、动漫、影视等

在内的文娱领域为主的投资。

一方面，吉相投资将继续打通文娱体系中市场体量最大的、

且是公司最熟悉的游戏及其上下游产业的投资，发挥其变现

层领头羊特性，进行战略投资的同时，满足财务投资需求。

打通游戏产业

打造文娱版图

投资策略



吉相资本所投项目覆盖了从萌芽期至成熟期各个阶段，匹配自有资金进

行从种子、天使到PE、Pre-IPO各轮次的投资，投资金额依被投企业需

求从几十万至上亿元不等，兼顾战略与财务需求。

“投资方式”

出发点 资金来源 投资阶段 投资金额 退出渠道

战略投资为主
符合吉比特长期战略

发展方向

财务投资考量
具备发展空间，实现

充分的财务回报

自有资金
已到位资金6亿

目前吉相资本以自有

资金为主要资金来源，

后续会通过设立私募

基金的方式提升资金

规模

从天使

至Pre-IPO
吉相资本不但关注种子、

天使创业团队，也会关

注PE、Pre-IPO阶段的

投资机会

从几十万

至上亿
吉相资本可以满足被

投企业从几十万至上

亿元的各种规模融资

需求

独立IPO

并购

股权转让

投资策略



脱胎于游戏上市公司的吉相资本，

其核心成员深谙游戏开发与公司

治理等各方面难题，能够有效帮

助创业团队突破技术及管理瓶颈。

吉相资本不断建立完善投后监管

体系，并通过定期联系制度与被

投企业沟通，利用自身经验，及

时发现与解决被投企业潜在问题。

吉相资本核心领导者完整的经历了吉

比特上市过程，且吉相资本团队成员

具有丰富的法律、财务从业经验，能

有效协助被投企业做到高效、合规。

立足于母公司吉比特的主板上市

公司地位与十四年的游戏行业经

验积累，吉相资本能为被投企业

提供丰富多样的资源支持。

突破发展瓶颈

规范企业管理

平台资源支持

解决潜在问题

投后
管理

除投入资金外，吉相资本将综合运用内、外部资源，立足吉比特的上市公司平台，

为被投项目提供多元、多维的投后支持工作，包括资源及后台支持、协助被投企业

突破发展瓶颈、完善企业运营管理制度、与企业一起解决其面临的潜在发展风险等。

“投后管理”

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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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相资本团队成员大都来自清华、厦大、北外等知名

院校的财务、法律、金融、计算机等专业，多元化的

学历与行业经验能够为所投项目提供普通股东难以给

予的多维支撑，助力创业团队披荆斩棘，渐臻成功。

“专业”

法律 财务 金融 计算机

我们的优势



吉相资本立足于吉比特深厚的行业经验与资源，助力优质团队深入贯通产业上下游,同时为

被投企业创造更丰富的发展想象空间。

此外，吉相资本注重同行业之间的合作积累，相信资源在共享与互动下能发挥其更大价值。

“资源”

吉相资本背靠主板上市公司

吉比特，除了丰沛的资金资

源外，还提供了更加可靠的

投资退出渠道。

上市公司
平台资源

同业合作
资源

产业沉淀
资源

吉比特除了为吉相资本提供

了优质的平台资源，还将十

余年的产业沉淀一并注入了

吉相资本的血液。

吉相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与知

名同业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互

动合作关系，包括IDG资本、

达晨创投、坚果资本等。

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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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概况”

截至2018年10月，吉相资本累

计投资项目20余个，包含天使

至PE各个阶段，累计投资金额

约4亿元人民币。

所投项目包括上海心动、厦门

勇仕、上海易玩、广州百漫、

北京星空智盛等。

所投项目广泛分布于北京、上

海、深圳、广州、成都、厦门、

台北等地。

成都

深圳

广州
厦门

北京

台北

上海

我们的成绩



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心动网络”，股票代码：833897）为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公司致力于网页游戏及

手机游戏的研发与发行，公司已于2017年11月1日起接受上市辅导，拟进入IPO申报阶段，现已发布暂停转让公告。

旗下产品 公司业绩

营业收入：

6.98亿
同比上涨：

64.25%

净利润：

9838.1万
同比上涨：

26.32%

心动网络旗下拥有《神仙道》、《横扫千军》、《天

天打波利》、《仙境传说RO：守护永恒的爱》等超人

气大作，公司现已成为在偶像娱乐、动漫IP等领域多

元化发展的互联网企业。

我们的成绩

2018年上半年，心动网络实现

数据来自：心动网络公告



易玩（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第三方游戏推荐平台TapTap的研发与运营。TapTap是一个推荐高品质手游的手游分享社区，实时同

步全球各大应用市场游戏排行榜，与全球玩家共同交流并发掘高品质手游。TapTap提供世界范围内的原版和官服游戏，并且与优质游戏开

发商合作，为国内用户提供正版安卓游戏购买平台。

DAU
1年上涨比率

235%

85万

100万

150万

200万

注册用户数
1年上涨比率

600%

1000万

2000万

6000万

数据来自：易玩官方网站

我们的成绩



由勇仕网络联合研发并由 B 站代理运

营的二次元海战养成题材游戏《碧蓝航

线》于 2017 年 5 月在 中国上线、

2017 年 9 月在日本上线，上线至

2017 年 底 ， 产 品 广 受 欢 迎 ， 在

Appstore日本地区最高排名达到第1名。第10名

Appstore 中国区
iPhone游戏畅销榜排名最高至:

第1名

Appstore 日本区
iPhone游戏畅销榜排名最高至:

我们的成绩

厦门勇仕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网游创意设计、研发制作和商业化运营的互联网科技
公司。公司致力于融合及改进传统娱乐方式，带给用户超前的美好体验，

已成功自主研发出多款不同类型的手机游戏。



厦门青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

家专业从事网络游戏研发、运营的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自主研发了探索RPG游戏《不思议迷

宫》，上线不久即拿到App Store付费榜第一。公

司自成立以来，全面开拓了国内及日本、韩国、

印度、东南亚、欧洲、北美、南美等海外市场。

评分总数：54,570 个

数据来自：苹果应用商城、TapTap官网

总关注数：611,915 人

评分总数：7535 个

App Store精选推荐游戏

2017金翎奖最佳原创移动游戏

2017 TGA最受中国粉丝欢迎的游戏 提名

2016 TapTap 最佳热门游戏

TapTap 累计评分 :  9.5 分

Appstore累计评分 :  4.9 分

我们的成绩



淘金互动成立于2013年，于2016年6月15日挂

牌新三板，是一家专注互动娱乐产品开发的互

联网游戏企业。淘金互动所研发了《地下城

堡》、《地下城堡2》在上线后在APP Store一

直稳居付费榜前列。

数据来自：苹果应用商城、TapTap官网

中国游戏十强盛典 – 2017年十大最受欢迎原创移

动单机游戏

硬核联盟黑石将 – 2017年最受欢迎策略游戏

2016-10 Appstore “中文独立游戏精品”

2016-09 Appstore “一元精选专区”

2016-08 Appstore “本周新游”推荐

2016-08 Appstore 经典文字冒险游戏续作

Banner推荐

2016-08-18上线 次日荣登iPhone/iPad付费榜

TOP 1

评分总数：46,300 个

总关注数：238,528 人

评分总数：12,938 个

TapTap 累计评分 :  9.1 分

Appstore累计评分 :  4.8 分

我们的成绩



台湾雷亚集团是台湾地区头部游戏研发商，世界知名音乐游戏研发商，凭借《Cytus》、《Deemo》

等游戏在游戏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动作类手游《Implosion》在全球120地区获得头版推荐。

在未投放任何CPI广告的状态下，雷亚以产品实力累积了用户对品牌的信赖度，获得超过6500万

的自然下载量，其开发的音乐游戏产品长期霸占了中、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IOS端付费

音游榜的头部位置。

我们的成绩

2012.01 2012.11 2013.11 2015.04 2016.05 2018.01 2018.04



Cytus Deemo Cytus II

2012.01 上线

TapTap评分：9.5

Appstore评分：4.9

2013.11 上线

TapTap评分：9.5

Appstore评分：4.9

2018.03 上线

TapTap评分：9.5

Appstore评分： 4.9

中国大陆地区音乐付费榜第7 名

美国音乐付费榜第6 名

台湾地区第3 名

日本音乐付费榜第3 名

韩国音乐付费榜第3 名

中国大陆地区音乐付费榜第3 名

美国音乐付费榜第3 名

台湾地区第1 名

日本音乐付费榜第1 名

韩国音乐付费榜第1 名

中国大陆地区音乐付费榜第4 名

美国音乐付费榜第4 名

台湾地区第2 名

日本音乐付费榜第2 名

韩国音乐付费榜第2 名

我们的成绩

注：1. TapTap 、Appstore评分数据均为截止目前的累计评分；
2. 排行榜数据均指iOS平台。



我们的成绩

真有趣
厦门真有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厦门地区知名游戏开发团

队之一。公司自成立以来，成功走过页转手的转型之路，成功开发出《香

肠派对》、《不朽的乌拉拉》、《小兵大冲锋》等广受欢迎的游戏产品。



下载安装数： >1000万 人

评价总数：>3万 个

休闲吃鸡类手游，仅TapTap渠道

香肠派对

我们的成绩

不休的乌拉拉

小兵大冲锋

预约人数：约 10万 人

评分：9.6 分

休闲放置类类手游，TapTap渠道

下载安装数：11.3万 人

关注人数：>7万 个

卡牌策略类手游，仅TapTap渠道



百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组建于2016年1月，专注于网络动漫IP的孵化与整合运营，在互联网漫画端，拥有长、短篇漫画脚本开发、

绘制创作、全平台发布等专业队伍，在长篇动画与动画电影端，拥有从剧本开发、导演团队、全程制作团队；自身具备了动漫IP

全环节内容输出的原创能力。

数据来自：腾讯动漫公开数据

评分总数：>1.2 万
总人气 ：69.5 亿

腾讯动漫累计评分 :       9.7 分

我们的成绩

《西行纪》

收藏数 ：>130 万

百漫已与与腾讯互娱、腾讯视

频共同成立IP委员会，共同推

动《西行纪》IP发展。



厦门千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时科技”）是一家儿童互联网教育公司，以创造良好的在线英语

教学产品为目标，旗下拥有“久趣英语”在线英语培训品牌，下设北京、广州、深圳办事处。

久趣英语致力于5-12岁儿童的游戏化在线英语

培训，通过在线视频教学，连接来自北美的师

资，让小朋友在家也能享受来自北美优质教师

的语言培训。

继公司投资之后，千时科技已获得数轮投资。

2017年，千时科技获得 IDG 资本领投的

5,000 万元

我们的成绩



谢 谢 ！

厦门吉相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Xiamen Geecap Equity Investment Co., Ltd.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bits Network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公司全名：厦门吉相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4号吉比特大厦

公司网站：http://www.geecap.com

聚焦于以游戏产业为核心，包括动漫、影视、IP运营等在内的文娱领域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