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传媒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勇

电话

010-88558399

传真

010-88558366

电子信箱

zq000504@ccidmedi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45,835.92 10,115,492.02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52,521.80 -13,184,594.87 3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341,036.47 -13,311,643.87 29.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427,936.80 -3,821,290.32 -591.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91 -0.0423 3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91 -0.0423 3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1.51% 44.61% -1,756.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6,891,365.08 125,894,719.13 -2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36,316.57 1,055,181.27 140.3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8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58% 79,701,655 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7.93% 55,865,481 0

邵雄 境内自然人

0.99% 3,099,549 0

徐晓 境内自然人

0.96% 3,000,000 0

韩立斌 境内自然人

0.64% 1,994,209 0

银盈通支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2% 1,612,099 0

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1,550,000 0

高峰 境内自然人

0.42% 1,300,021 0

宁波大榭开发区永豪机电设

备安装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2% 1,300,000 0

MORGAN STANLEY &CO.

INTERNATIONA PLC

境外法人

0.36% 1,109,81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韩立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94,209

股，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994,209

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平面媒体业务受到网络媒体的持续冲击、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局面，董事会和经营层紧紧围绕各项

任务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管理思路，对各项业务资源进行整合，全面开展成本费用管控，严控非经营性费用支

出，保证了各项工作平稳运行，但公司经营仍面临较大的压力，上半年亏损较去年同期减少，但仍处于亏损状态。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4.5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57%；营业利润-972.1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28.22%；

净利润918.4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32.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0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31.34%。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股票代码：000504� � � �股票简称：

*

ST传媒 公告编号：2014-081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1300

万元

～1700

万元 亏损

1585.3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417

元

～0.0578

元 亏损

0.0509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平面媒体业务受到网络媒体的持续冲击，尽管管理层在努力对各项业务资源进行整合，但前三季度仍处于亏

损状态。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系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2014年半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及

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 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对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与核查，发

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

用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2、独立意见

（1）公司严格执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

文件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关联方使

用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公司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

和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担保事项。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国锋 冯科 王强 王咏梅

2014年8月22日

1、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宗申动力 股票代码

0016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平

--

电话

023-66372632 --

传真

023-66372648 --

电子信箱

lijianping1029@sina.com --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342,703,712.49 2,244,838,467.83 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9,153,350.85 157,393,624.28 2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06,494,009.02 156,432,422.47 3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446,513.67 284,094,777.31 -6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739 0.1327 3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739 0.1327 3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5.27%

增加

1

点

2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688,013,463.71 4,878,616,378.78 1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19,956,125.41 2,955,192,236.57 5.58%

注：由于公司于2013年9月实施了股份回购，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按公司最新股本1,145,026,920股计算，上年同期每股收益

按股本1,186,495,828股计算。

2.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59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0 230,192,114 230,192,114

质押

114,500,000

西藏国龙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1 207,384,700 0

质押

96,300,000

左宗申 境内自然人

2.11 24,205,000 22,100,000

李俊杰 境内自然人

1.39 15,930,135 0

国泰基金

－

中国银

行

－

厦门信托国富

投资专户

I

期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1% 11,549,734 0

中国工商银行

－

建

信优化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8,359,491 0

江门市汇融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7,547,930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

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5,400,769 0

陈力 境内自然人

0.40% 4,636,382 0

国际金融

－

中行

－

中

金股票精选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3,903,46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据本公司掌握的资料显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与左宗申

先生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2.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国际经济缓慢复苏，国内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考验。在

董事会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36%；实现利润总额2.53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32.7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9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53%。

3.1摩托车发动机制造业

报告期内，国内摩托车产销量呈持续下滑态势。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上半年摩托车整车产销量分别为1,037.21万辆

和1,041.74万辆，同比下降8%和9.05%，对国内摩托车制造企业带来了严重冲击。公司通过强化成本管理、调整产品结构，积极

拓展海外营销渠道等措施，确保了公司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的基本稳定：宗申发动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5.22亿元，较去年同

期降低 4.16%，实现净利润1.0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89%。

3.2通用动力制造业

报告期内，随着欧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国内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公司通机动力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报告期

内，通机公司销售各类通用机械产品93.83万台，较去年同期增长56.46%；实现销售收入6.3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3.83%,实现

净利润4,251.1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13.07%。

3.3连锁销售及金融服务业

作为公司“连锁营销售后服务网络项目”的运作平台，左师傅公司已基本完成了终端销售服务渠道的构建。截至目前左

师傅公司已建立左师傅连锁服务门店524家，销售收入已呈快速上升趋势。同时，公司发起设立的宗申小额贷款公司已开始

正式运营，随着小贷公司产业链资源的不断拓展、内控体系的不断完善，未来将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之一。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 8月 25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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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骅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5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先知 谢巧纯

电话

0754-83689555 0754-83689555

传真

0754-83689556 0754-83689556

电子信箱

stock@huaweitoys.com stock@huaweitoy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9,475,766.02 171,077,244.01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98,933.31 13,421,176.49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536,055.74 13,179,289.81 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8,462.98 -10,790,949.63 106.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 1.52%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38,266,335.70 928,399,372.42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4,544,821.65 895,725,888.34 -0.1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15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祥彬 境内自然人

38.25% 107,712,000 107,712,000

质押

80,600,000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48% 26,685,000 0

质押

26,685,000

郭群 境内自然人

6.44% 18,120,960 16,380,000

质押

9,500,000

上海富尔亿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0% 12,672,000 0

汕头市高佳软件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9% 10,391,04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9% 7,864,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3% 4,878,922 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1.02% 2,859,990 0

朱洪志 境内自然人

0.71% 1,995,78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1,910,8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郭祥彬和郭群是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汕头市高佳软件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391,040

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的高度重视，新型消费者群体对互联网文化产品的需求和消费能力

正逐步提升，动漫影视、网上阅读、网络游戏及其周边产品发展均显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公司在互联网文

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2014年上半年，公司重视动漫动漫产品的发展工作，继续加大对动漫游戏影视方面的投入，动漫影视片

《蛋神Ⅱ》的制作及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生产有序进行，预计在2014年底前推出。

2014年4月18日，公司与日本株式会社多美和株式会社TAKARA� TOMY� A.R.T.S签订了《业务合作基

本合同》，该合作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玩具策划及原创动漫、游戏项目等方面的技术、资源领域的合作

与交流，建立长期发展关系。

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对第一波20%股权转让和增资手续；2014年7月26日公司发布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公告，公司拟以交易价格80,640万元，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除公司以外的第一波其他股

东即付强、黄巍、张威、张宇驰和蔷薇投资，收购其合计持有第一波80%股权，同时向控股股东郭祥彬募集配

套资金26,192万元。目前公司已向证监会递交重组材料并于8月21日收到受理通知书。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卓才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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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上午10:00在公司一楼

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8月11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卓才召集，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公司监事及

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法有效。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5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2014年8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的《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设立战略发展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随着公司逐步向文化产业特别是向互联网文化产业方向转型，为了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国家宏观政策变

化、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对手的战略动态变化，加强公司在战略发展方面的前瞻性研究和分析，不断保持公

司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提供分析和决策服务，公司拟设立战略发展部。主要职责包括：对未来文化产业发展趋

势进行前瞻性研究分析，搜集、筛选投资项目，对其进行调研、论证和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拟定和提出公司

战略发展方向需要的对策，为公司重大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公司并购、重组、整合等提出具体方案，组织协

调实施；从战略发展角度为公司市值管理、资本运用、投融资等诸多重要方面提供前瞻性的看法和建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与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其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600万元认缴出资额，占60%股权；第一波拟使用自有资金400万元认缴

出资额，占40%股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2014年8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的《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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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2014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400� 号” 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22,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29.00元。公司本次发行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638,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0,191,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07,809,000.00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11月8日全部到位，并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会所验字{2010]

第0800034019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4年1-6月，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投入人民币16,333,788.00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累计投入人民

币126,824,722.48元。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118,000,000.00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60,000,

000.00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20,000,000.00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骅威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49,933,260.00元出资收购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233,051,017.52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监督、信息披露等方面均作出具体、明确的安排。公司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用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型 存款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澄海支行

44001650101059002502

活期存款账户

5,541,427.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澄海支行

44-100801040010688

活期存款账户

20.29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活期存款账户

431,154.94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170001816

活期存款账户

32,614.68

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80020000006045301

活期存款账户

3,454,794.4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澄海支行

44001650101059002502

定期存款账户

18,0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

澄海支行

44001650101059002502

定期存款账户

18,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11010684735202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280000072

定期存款账户

32,876,516.25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280000089

定期存款账户

32,876,516.25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280000097

定期存款账户

6,588,455.46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280000224

定期存款账户

11,911,589.41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280000232

定期存款账户

21,911,589.41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280000208

定期存款账户

5,440,318.71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华山路支行

1705014280000216

定期存款账户

21,911,589.41

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80020000006130445

定期存款账户

3,057,455.61

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80020000006131018

定期存款账户

4,000,000.00

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80020000006130069

定期存款账户

10,000,000.00

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80020000006130525

定期存款账户

5,077,000.00

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80020000006251788

定期存款账户

22,110,000.00

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80020000006470335

定期存款账户

10,000,000.00

合 计

269,221,041.96

201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合计人民币269,221,041.96元， 与上述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余额人民233,051,017.52元相差人民币36,170,024.44元，原因说明如下：

(1)�支付银行手续费人民币6,559.70元，购买支票人民币146.00元，支付银行账户维护费人民币2,566.00

元。

(2)�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36,179,296.14元。

三、本季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和实际效益情况

1、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4年1-6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入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承诺的动漫制作暨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人民币13,042,321.00元，其中支付《蛋神Ⅱ》动画系列相关制作费用人民币5,026,000.00元，支付终

端店形象建设费用人民币8,016,321.00；生产基地扩建项目人民币3,291,467.00元，其中支付生产设备款人民

币273,900.00元，支付设计用软硬件款人民币181,500.00元，支付试验用仪器设备款人民币333,000.00元，支付

试验用仪器设备款人民币16,800.00元，支付科研楼建设工程款人民币2,486,267.00元。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承诺的动漫制作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计划投资人民币81,442,

000.00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累计实际投入人民币30,656,097.27元，达到计划投资进度37.64%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承诺的生产基地扩建项目计划投资人民币68,398,800.00元，截至

2014年6月30日止，累计实际投入人民币51,827,862.41元，达到计划投资进度75.77%。

公司购置办公楼项目计划投资人民币57,041,200.00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累计实际投入人民币44,

340,762.80元，达到计划投资进度77.74%。

3、公司承诺的动漫制作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2014年1-6月实现的效益为人民币2,340,582.11元。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1-6月

编制单位：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780.90

1-6

月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26.7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704.1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7,475.8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38%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1

）

1-6

月投

入金额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止期

末投资

进度

（

%

）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1-6

月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生产基地扩

建项目

是

12,544.00 6,839.88 329.15 5,182.79 75.77

2013-

12-31

-

不适

用

是

2.

动漫制作暨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否

8,144.20 8,144.20 1,304.23 3,065.61 37.64

2014-6-

30

234.06

否 否

3

、购置办公楼

项目

否

0.00 5,704.12 0.00 4.434.07 77.74

2013-6-

30

-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20,688.20 20,688.20 1,633.38 12,682.47 61.30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11,800.00 11,800.00 0.00 11,800.0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6,000.00 6,000.00 0.00 6,000.00 100.00 - - - -

上海骅威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款

- 2,000.00 2,000.00 0.00 2,000.00 100.00 - - - -

深圳市第一波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款

5,000.00 5,000.00 4,193.33 4,993.33 99.87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24,800.00 24,800.00 4,193.33 24,793.33 99.97 - - - -

合 计

- 45,488.20 45,488.20 5,826.71 37,475.80 - - 234.06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动漫制作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一拟投资拍摄

2

部动漫影片，计划投资

4,996

万元，第一部动漫

影片已推出并带动了相关衍生产品的销售； 第二部动漫片公司根据对国内消费群体的进一步

深入了解和市场情况，对影片内容、长度和精度适当地进行了调整，《蛋神

Ⅱ

》正在进行拍摄、制

作等各项工作，预计

2014

年底前推出，公司将加快动漫影片的拍摄和播放工作，促进相关衍生

产品的销售。

动漫制作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二拟建设

15

家旗舰店、

650

家卖场超市、

10000

家校边店等

营销网络，计划投资

2,440.6

万元。公司考虑到国内市场变化和公司动漫作品推出的时间关系，

为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 提高使用效率， 本着审慎认真的态度， 将项目建设完成期延长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截止至报告期，公司完成了

3

家旗舰店、

300

家卖场超市专柜、

3000

家校边店建

设。该项目投资进度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是：随着互联网、物流配送行业的飞速发展，电子商

务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各行业的线下传统渠道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上半年公司重新梳

理、整顿国内营销渠道，暂放缓线下零售终端的拓展，观察市场走势，谨慎投入线下优质终端；

随着动漫影视片《蛋神

Ⅱ

》的推出及其衍生品爆蛋飞陀产品的销售及后续衍生产品的策划、构

思和创作，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市场渠道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公司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变化和行业发展趋势，本着审慎认真的态度，为合理有效使用募集资

金，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负责，公司变更“生产基地扩建项目”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关于变更“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2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变更项目涉及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5,704.12

万元，其中

4,438.77

万人民币元用于购买深

圳市罗湖区新秀路新秀村瑞思大厦

1301

号办公楼，剩余部分拟用于在上海购置办公场地。

超募资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额为人民币

40,092.70

万元。 经

2010

年

11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公司使用人民币

11,800.00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使用人民币

6,000.00

万元超募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012

年

5

月

16

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设立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

。经

2013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的议案》，公

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收购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进

行增资，收购股权和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第一波

20%

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2012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 “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本次变更项目为“生产基地扩建项目”，变更项目涉及的总金额为

人民币

5,704.12

万元， 其中人民币

4,438.77

万元用于购买深圳市罗湖区新秀路新秀村瑞思大厦

1301

号办公楼，剩余部分拟用于在上海购置办公场地。该议案经

2012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深圳瑞思大厦

1301

号办公楼实际投入人民币

4,444.33

万元， 已于

2013

年

7

月下旬装修完成交付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2012

年

8

月

2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动漫制作暨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实施的议案》，正在实施中。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先行投入部分自筹资金

,

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2011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242.31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东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澄海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澄海支行、

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支行、广东澄海潮商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

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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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

波” ）分别出资600元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拟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文华创梦” ,新设公司名称最终以工商机构核准为准）。

2、对外投资审批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600万元， 已提交公司2014年8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资方介绍

名称：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A栋4单元1008号

注册号：440301107874383

注册资本：1041.625万元

法定代表人：付强

成立时间： 2013年9月2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动画软件、3D动漫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网络技术开

发与技术咨询；游戏软件、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开发；动漫设计、技术开发；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动

画片的制作;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现持有第一波20%股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文华创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付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文华创梦股权比例为60%，为文华创梦控股股东，其中公司自有现金出资600万

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为60%，第一波以现金400万元人民币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为40%。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电子、生物、医药、汽车技术领域内的四技服务，

电脑网络软件开发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

务），互联网游戏，手机游戏出版，设计、制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动漫设

计，创意服务.影视策划，展览展示设计服务，会务服务，美术设计，电脑多媒体领域技术开发.?工艺礼品、电

子产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家居用品、五金交电、玩具、日用品、服装鞋帽、通讯器材、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的设计、研究、开发、及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电子商务?.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最终以工商机构核准为准）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和投资方式

公司和第一波预计共同投资1,000万元创立文华创梦。其中，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600万元认缴出资额，

占60%股权；第一波拟使用自有资金400万元认缴出资额，占40%股权。

2、董事会/监事安排

文华创梦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法定代表人付强担任，任期为三年。

文华创梦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监事由股东会委任，任期三年。

3、管理人员安排

文华创梦设立经营管理机构，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名，并根据文华创梦情况设若干名部门管理人

员。总经理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解聘，任期三年。

五、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公司与第一波共同设立文华创梦，通过对优质IP资源的深度挖掘，从而形成以IP资源为核心的多元互

联娱乐综合体验的商业模式。文化创梦定位于IP相关衍生品的交易，将被打造成极具自主性、娱乐性、开放

性及感染力的大型IP衍生品综合交易平台，形成一种深入用户、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符号。

2、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

电商之战愈演愈烈，增加了行业进入的难度，公司对电商行业相对较为陌生。因此，需要循序渐进，充分

利用已有的经验，对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

2）运营风险

公司采用将优质IP粉丝直接导入电商平台形成用户，该模式尚未经过市场检验，因此具有一定的风险。

3）人才风险

主要体现在能否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 公司将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解决员工的长远发展之道，为

公司的发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4）IP被侵权的风险

由于优质IP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自主开发设计的衍生品容易成为被模仿的对象，如果公司未能有效保

护自身产品的知识产权，被其他公司模仿，将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削弱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对公司的经营和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对公司影响

通过对优质IP资源的深度挖掘，从而形成以IP资源为核心的多元互联娱乐综合体验的商业模式，完善

公司在文化产业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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