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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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娱乐 股票代码

00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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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晶 高丹

电话

020-38983278-3886 020-38983278-1107

传真

020-38336260 020-38336260

电子信箱

invest@gdalpha.com invest@gdalp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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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600,805.40 1,258,826,708.53 2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485,898.77 255,187,924.96 1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7,158,084.78 166,803,386.61 6.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986,254.57 -39,992,834.34 82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3 0.20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3 0.20 1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7% 9.55%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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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1,594,852.74 4,809,286,924.08 6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49,292,818.51 3,029,507,283.07 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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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0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东青 境内自然人

44.29% 579,725,785 461,311,875

质押

145,660,000

蔡晓东 境内自然人

11.05% 144,672,000 117,504,000

质押

24,380,000

李丽卿 境内自然人

4.82% 63,096,71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7% 11,389,142 0

孟洋 境内自然人

0.51% 6,670,692 3,811,824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境外法人

0.49% 6,443,879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48% 6,324,235 0

上海应趣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6,146,974 6,146,974

质押

4,8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6% 6,015,62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

电子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6% 6,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蔡东青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晓东为蔡东青的弟弟，李丽卿为蔡东青、蔡晓东

的母亲。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前十大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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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已具泛娱乐生态雏形，拥有丰富的产品端以及多个泛娱乐产业链布局。 2016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打造以IP为

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的目标，切实推动“内容为王” 、“互联网化” 、“国际化” 、“科技化”的战略落地，在精品IP打造以及

“IP+” 各个产业的发展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具体如下：

（一）持续构建精品IP矩阵，在K12领域保持高品质内容的产出能力，K12以上领域厚积薄发，构筑核心竞争力。

公司K12领域的IP品牌包括超级飞侠、喜羊羊与灰太狼、贝肯熊等，在影响力、价值贡献上取得巨大成功。 今年上半年，公

司推出了《超级飞侠第二季》、《机甲兽神之爆裂飞车》与《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嘻哈闯世界》等多部动画作品。 《超级飞侠第

二季》在去年第一季作品热播的基础上，今年表现继续一路长虹。 截至2016年6月30日，《超级飞侠》动画系列在全球在70个

国家和地区的电视频道播放，国内全网点击量超过37亿次。 公司今年上半年首推的动画片《机甲兽神之爆裂飞车》亦表现不

俗，在同类作品中网络点播量处于领先地位。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嘻哈闯世界》自今年1月播出以来，创下收视破3的成绩，并

多次揽获收视排名第一，获得2016上半年全国电视动画收视冠军。 总体而言，公司K12领域的IP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据华

通明略（Millward� Brown）在全国21个城市的调研结果显示，奥飞的动漫形象包括喜羊羊与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

超级飞侠等的总体喜爱度相对于其他品牌总体，在儿童领域继续享有优势，其中“超级飞侠”在播出仅一年半的时间内成功

进入男孩喜欢的动漫形象前五名。

在K12以上领域，公司旗下的原创动漫平台有妖气（www.u17.com）在市场份额、用户数量、作品数量、行业影响力等多方

面继续保持行业领先优势。 基于有妖气平台的漫画作品，公司今年上半年推出了《十万个冷笑话第三季》与《镇魂街》等多

部动画作品。 《镇魂街》自今年5月份播放至今，周播点击量与关注度不断提升，动画片的品质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十

万个冷笑话第三季》持续保持高人气，该动画系列上映至今累计网络总点击量超过20亿次。 在内容出品上，公司坚持铸造精

品，着力将目标客户群从儿童领域拓展至全年龄段人群。

内容开发新增剧业模块，强化粉丝经济运营，完善IP孵化体系。 目前公司已构筑起漫画、动画、电视剧/网络剧、电影的IP

孵化路径，通过多元内容实现粉丝圈层的互动，形成精品IP矩阵。 上半年，公司完成剧业团队组建、启动包括网络剧、电视剧

等多个项目的开发，并将持续推进影片制作工作。

（二）不断提升“IP+”产业的单体价值，强化相互融通的能力与效率，激发泛娱乐生态的价值释放能力。

1、IP效应、产业联动、渠道升级，推动玩具业务国内外销售并驾齐驱

玩具业务收入创历史同期新高，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IP效应热度持续高涨，超级飞侠、爆裂飞车两大IP相关衍生品热

销，成为上半年国内玩具市场的热点品类。 公司在泛娱乐领域的多点布局，开启“玩具+智能穿戴+游戏+电影”的创新营销

模式。 国内销售渠道升级也取得长足发展，基于“组织驱动渠道，终端驱动业绩”的经营主题，二三线城市的覆盖不断扩大、

销售终端数量快速增长、大型商超业务占比不断提升。 国际市场通过大胆的产品创新、渠道深耕、推出国际化IP等策略实现

了较大突破。 2016上半年，公司海外收入从去年同期的12.09%提升至16.01%，反映了公司“内容为王” 、“国际化”的战略执行

能力。

2、婴童品牌蓄能，酝酿新品扩张，驱动消费升级，拥抱蓝海市场

婴童海外并购打响了公司国际化并购策略的第一炮，在品类和市场上取得了双突破。 今年上半年，公司全资收购北美领

先的婴童出行用品公司Baby� Trend� Inc.以及其在国内的主要产品供应商东莞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扩展婴童产品品类，产

业链布局进一步延伸。 公司原有婴童品牌“澳贝”经过十年的积累，在国内拥有领先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秉承开放与

创新的理念，业务团队在产品研发、质量把控、渠道运营、竞争策略等方面深耕细作，在国内打下了扎实的市场根基。

3、授权围绕重点客户开发、产品创新、深入产业，促进IP商业变现与价值运营共生共荣

授权业务规模、用户数量与质量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得益于公司K12领域IP矩阵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超级飞侠”品

牌的迅速崛起，今年上半年公司授权业务取得良好表现，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通过“喜羊羊与灰太狼”品牌所积攒的新业

态行业经验与资源，带动其他IP新业态授权业务占比全面提升。 上半年，公司着力开发重点客户，新接触、新开发的大客户数

量、质量远高于往年，达成合作的知名品牌包括真功夫、韩都衣舍、两面针、小米等。 此外，公司坚持深入了解产业现状，不断

提升产品创意能力以及加强后续服务，大幅提高了大客户签约率与合作粘度。

4、媒体内容与覆盖渐进式扩张、平衡式发展，成为泛娱乐产业的翅膀

媒体板块对集团泛娱乐产业的竞争优势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 媒体板块中嘉佳卫视坚持打造“中国家庭娱乐第1频道”

的目标，实施渐进式的扩张战略，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扩张。 在新增覆盖区域有限的情况下，嘉佳卫视收视率飙升。 2016年上

半年，除央视少儿外的全国五大卡通卫视中，嘉佳卫视排名第三，收视坪效位居第一；在全国51个卫视频道中，收视率与市场

份额排名第21位，同时利用互联网渠道向全国软渗透。 嘉佳栏目组还积极策划各类大型活动，包括嘉佳春晚、亲子趣味运动

会、加速前进、沙滩音乐节、夏令营等，丰富内容品类，逐渐扩大受众群体，向高年龄层的观众渗透。

5、构建游戏研运一体化平台，提升游戏板块整体运营效益

6、电影阶段性成果硕果累累，国内外布局成效明显

奥飞影业国内外布局成效明显，在电影领域收获巨大的影响力。 上半年所上映的公司参投作品《美人鱼》、《荒野猎

人》，市场反映热烈，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价值回报，也反映了公司精品IP的挖掘能力。 目前，公司参投与主导的影片包括

《铠甲勇士》、《刺客信条》及《008倒霉熊》正陆续展开前期宣发工作。 储备项目中，公司主要围绕有妖气平台的知名IP主导

电影开发，进展顺利；同时，通过整合国际化资源，搭建动画团队与实拍团队研发3D动画大电影。 在影视领域，公司一直秉持

开放的心态，加大与外部产业合作，近期与韩国最大视觉效果公司DEXTER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现象级IP。

（三）围绕“连接、变革、提升”的经营主题，组织效能、业务扩张承载能力不断提升，运营活力全面释放。

公司在加强与终端消费者和企业客户的连接上取得一定成绩。 在终端消费者层面，搭建起奥飞互联推广平台，以奥飞通

行证统一用户的账号体系，拓展用户数量，建立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 在企业客户的层面同样有所突破。 上半年内销信息平

台、授权商图库系统的上线，更好地为经销商、授权商提供服务，增进公司与企业客户之间的连接。

加速和拥抱变革，公司深入推动渠道变革，在消费品领域加大加快新兴渠道布局，拓展电商、直营业务；对经销商渠道进

行精细化的管理；同时，推动供应链变革，通过供应链前后台的整合管理、库存管控等，推动自下而上的效能提升，以及产供销

的整体运作效率提升。

公司加大战略拓展业务的布局，包括VR业务拓展、AR与游戏、玩具相结合的探索；加大对战略性人才引进与培养，有效

支持新业务的快速落地，并针对不同的业务单元提出个性化的增量激励方案，陆续推动实施，对促进业务的增长起到积极作

用。 上半年，公司在信息化建设上也颇有成效，商业智能系统、财务共享中心、移动化办公等项目的上线，很大程度提升了内

部运作效率，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对业务扩张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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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变动原因 变动日期

广州奥飞硅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设立

2016

年

1

月

11

日

法国奥飞动漫玩具有限公司 设立

2016

年

2

月

4

日

苏州奥飞影视有限公司 设立

2016

年

3

月

25

日

Alpha GROUP US LLC

设立

2016

年

4

月

29

日

上海掌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6

年

6

月

15

日

广州卓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4

月

1

日

上海震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4

月

1

日

Baby Trend, 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6

月

1

日

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3

月

1

日

天津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3

月

1

日

北京夏日茉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3

月

1

日

上海有妖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3

月

1

日

上海哇呀咖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6

年

3

月

1

日

广州奥娱叁特文化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

上海攀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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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16-109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6年8月26日下午14：30在公司办公地保利中

心26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6年8月21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董

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参会的董事为蔡东青、蔡晓东、曹永强、杨锐，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会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公告编号：2016-110）。

二、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6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向银行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向银行贷款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1）。

四、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壹沙文化向银行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壹沙文化向银行贷款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2）。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奥飞影业香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奥飞影业香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3）。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奥飞贝肯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参股公司奥飞贝肯向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4）。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115）。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116）。

九、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117）。

十、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广奥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广奥并购基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广奥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广奥并

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8）。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16-111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向银行贷款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审议全票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向银行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奥飞文化” ）拟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1亿元人民币，董事会同意本次奥飞文化向银行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担保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5日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北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塔13楼

5、法定代表人：蔡东青

6、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

7、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具体经营范围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为准）；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

和影视节目发行；广告业；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8、与本公司关系：奥飞文化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79,113,825.74 1,169,068,285.73

负债总额

216,704,976.64 673,734,082.00

其中：短期借款

11,845,846.00 30,811,692.00

流动负债总额

216,704,976.64 673,734,082.00

净资产

462,408,849.10 495,334,203.73

营业收入

253,886,965.04 143,297,449.56

利润总额

51,391,637.76 33,195,787.80

净利润

46,663,789.27 30,269,354.17

截至2016年7月31日，奥飞文化的资产负债率为57.63%。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奥飞文化拟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1亿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具体以协议签订为准。 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6年7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9,870.27万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7,557.17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16%。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3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奥飞文化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1亿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

认为担保原因充分，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六、董事会意见

奥飞文化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1亿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较小并处于可控制范围内，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为

奥飞文化提供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16-112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壹沙文化向银行贷款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审议全票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壹沙文化向银行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壹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壹沙文化” ）向银行申请贷款3400万元人民币，并由公司为此次贷款提供100%连带责任担保，由壹沙文化另

一股东赵东梅提供30%连带责任担保，壹沙文化其他小股东不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担保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确定并通

知。 本次担保事宜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壹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11月05日

3、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楼009层915室

4、法定代表人：帅民

5、注册资本：416.6666万元

6、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

咨询；销售文具用品、玩具、电子产品。

7、与本公司关系：壹沙文化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56%

赵东梅

16.8%

张磊

2.4%

张佳冰

2.4%

赵冬青

2.4%

北京万象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20%

合计

100%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774,042.76 31,606,217.30

负债总额

54,080,407.09 45,464,615.96

其中：银行贷款

0 0

流动负债总额

54,080,407.09 45,464,615.96

净资产

-16,306,364.33 -13,858,398.66

营业收入

95,305,404.51 42,564,632.86

利润总额

-18,760,608.29 -2,552,034.33

净利润

-18,760,608.29 -2,552,034.33

截至2016年7月31日，壹沙文化的资产负债率为143.86%。 壹沙文化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因此本次担保事项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确定并通知。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壹沙文化拟向银行贷款3400万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按100%的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壹沙文化另一股东赵东梅按

30%的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具体以协议签订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6年7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9,870.27万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7,557.17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16%。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2%。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壹沙文化向银行申请贷款3400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按100%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另一股东赵东梅按30%的比

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担保原因充分，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不存在

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一

致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六、董事会意见

壹沙文化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贷款3400万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经

营的现实需要，壹沙文化归还银行贷款的还款来源为广告收入，本次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较小并处于可控制范围

内，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为壹沙文化提供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16-113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奥飞影业香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审议全票

通过了《关于奥飞影业香港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飞影业香港” ）向银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本次担保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22�日

3、公司编号：2183558

4、注册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豪华工业大厦23楼B07室

5、法人代表：蔡立东

6、注册资本：2�亿元港币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影视制作；策划及发行

8、与本公司关系：如下图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181.11 21797.95

负债总额

1596.14 8599.6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596.14 8508.19

净资产

9584.97 13198.27

营业收入

156.62 15610.67

利润总额

-405.43 2867.56

净利润

-405.43 2477.15

截至2016年7月31日，奥飞影业香港的资产负债率为39.45%。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人民币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

年。 具体以协议签订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6年7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9,870.27万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7,557.17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16%。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65%。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人民币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

其电影业务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担保原因充分，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六、董事会意见

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控股的公司，且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人民币5000万元或

等值外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电影业务发展需要，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较小并处于可控制

范围内，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为奥飞影业香港提供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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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公司

奥飞贝肯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审议全票

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奥飞贝肯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参股公司深圳市奥飞贝肯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

贝肯” ）拟向银行申请贷款2300万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提供100%连带责任担保，另一股东深圳市汉唐韵文化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唐韵” ）以55%的股权进行质押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本次担保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确定并通

知。 本次担保事宜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奥飞贝肯文化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06月04日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址：深圳市南山

区兴华路6号华建工业大厦1号楼407房

5、法定代表人：张冬梅

6、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咨询；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策划创意；文艺创作；艺（美）术创作；玩具、文具、体育

用品、化妆品、日化用品、家居用品、服装、箱包鞋帽、数码电子产品、智能产品、手机电脑周边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

营、专卖、专控商品）。 营业性文艺表演，文化娱乐经纪人；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广播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

和影视节目发行；食品、酒类、饮料的销售。

8、与本公司关系：奥飞贝肯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汉唐韵文化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5%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45%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8,710,050.88 49,064,912.95

负债总额

34,481,484.45 38,875,094.91

净资产

14,228,566.43 10,189,818.04

营业收入

5,529,507.58 959,981.64

利润总额

-2,659,624.55 -4,038,748.40

净利润

-2,659,624.55 -4,038,748.40

截至2016年7月31日，奥飞贝肯的资产负债率为79.23%。 奥飞贝肯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因此本次担保事项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确定并通知。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奥飞贝肯拟向银行申请贷款2300万元人民币，由公司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另一股东汉唐韵以55%的股权进行质押提

供反担保，具体以协议签订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6年7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9,870.27万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7,557.17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16%。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76%。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违规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奥飞贝肯向银行申请贷款2300万元人民币，由公司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的需要，我们认

为担保原因充分。 奥飞贝肯的另一股东汉唐韵以55%的股权进行质押提供反担保，我们认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小并可以

控制，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内容及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六、董事会意见

奥飞贝肯向银行申请贷款2300万元人民币，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为其日常经营提供

资金支持。 奥飞贝肯的另一股东汉唐韵以55%的股权进行质押提供反担保，因此由公司为奥飞贝肯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较小

并处于可控制范围内，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为奥飞贝肯提供担保事宜。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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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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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资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文化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

文化” ）增资3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奥飞文化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5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5日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北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塔13楼

5、法定代表人：蔡东青

6、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

7、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具体经营范围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为准）；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

和影视节目发行；广告业；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8、与本公司关系：奥飞文化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79,113,825.74 1,169,068,285.73

负债总额

216,704,976.64 673,734,082.00

其中：短期借款

11,845,846.00 30,811,692.00

流动负债总额

216,704,976.64 673,734,082.00

净资产

462,408,849.10 495,334,203.73

营业收入

253,886,965.04 143,297,449.56

利润总额

51,391,637.76 33,195,787.80

净利润

46,663,789.27 30,269,354.17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奥飞文化增资是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奥飞文化增资，主要是为其开展已投中新知识城硅谷项目、下属全资子公司奥飞影业增资及其他相关事项提供资

金保障。

本次增资行为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奥飞文化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也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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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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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资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香港奥飞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香

港” ）增资5000万美元（或等值港币），增资完成后奥飞香港注册资本将增加至155118万元港币（约2亿美元）。

本次增资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香港奥飞娱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6月14日

3、公司注册号： 1468416

4、注册资本：1,162,500,000元港币

5、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科学馆道 14�号新文华中心 B�座 513-514�室

6、法定代表人：蔡立东

7、经营范围：塑料玩具批发零售贸易、产品展销等

8、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96,815,284.65 1,586,088,506.35

负债总额

191,341,847.02 789,086,712.38

流动负债总额

191,341,847.02 417,943,101.55

净资产

605,473,437.63 797,001,793.97

营业收入

5,730,143.52 61,267,806.03

利润总额

-8,812,912.63 11,617,092.00

净利润

-8,817,707.66 11,617,092.00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奥飞香港增资是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奥飞香港增资，主要是为其后续支付美国BT剩余投资款以及未来其他项目开展提供资金支持。

本次增资行为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奥飞香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也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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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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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审议全票

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玩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玩商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奥玩” ），企业名称尚未经工商局预先核准。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拟申请工商登记的信息如下（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1、名称：广州奥玩商贸有限公司（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2、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北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塔13楼

3、法定代表人：曹永强

4、股东信息：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占股100%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机构：设立执行董事：曹永强；监事：王龙丰；总经理：方旭范。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商业特许经营；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玩具批发；游艺及娱乐用品批

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玩具零售；游艺娱乐用品零售；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

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充值卡销售；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广告业；软件开发；软件零售；企业形

象策划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许可经营项目：便利店经营和便利店连锁经营。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为成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经业务部门与公司管理层多次沟通论证，决定成立“广州奥玩商贸有限公司”（名称暂定）进行全国范围内玩具专营门

店的拓展，从而巩固并提升公司在衍生品销售渠道的竞争力。

本次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玩对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

2、存在的风险

玩具专营门店模式还需要不断完善，解决在日常实际运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因此存在一定的经营性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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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广奥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广奥

并购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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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奥飞娱乐” ）于2016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经审议全票通过了《关于设立广奥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广奥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广州卓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卓游” ）与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垠天粤” ）、百川财富（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财富” ）共同发起设立珠海市广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名称暂定，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名

称为准。 以下简称“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广州卓游以自有资金出资350万元，持股比例

为35%。

同时，管理公司拟发起设立广奥泛娱乐文化产业并购基金（名称暂定，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并购基

金” ）。 并购基金总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首期基金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泛娱乐行业初创期或成长期的

高成长企业，聚焦该行业的投资并购机会。管理公司将作为并购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广州卓游、奥飞娱乐以及其并表子公司和

关联企业均不参与并购基金的认缴出资。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4年04月23日

2、注册地：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融大厦11楼 1101之一J18（仅限办公用途）

3、注册资本：124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闵飞

5、股权结构：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117800万元，占95%；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6200万

元，占5%。

6、主要投资领域：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

7、其它事项：汇垠天粤为私募基金公司且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8、与本公司关系：汇垠天粤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二）百川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06月12日

2、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南路29号院3号楼1层B150室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袁子甲

5、股权结构：自然人股东秦素珍持有公司100%的股权

6、主要投资领域：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及期货公司资管计划、金融衍生

工具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投资品种

7、其它事项：百川财富为私募基金公司且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8、与本公司关系：百川财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拟申请工商登记的信息如下（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一）管理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市广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珠海（具体地址待定）

3、法定代表人：毛杰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股权结构：广州卓游持股35%，汇垠天粤持股35%，百川财富持股30%。

6、治理机构：设立董事会，由毛杰、袁子甲、胡春亮、干宇雷、张珂担任董事；张铮担任监事；毛杰担任董事长，袁子甲担任

总经理。

（二）并购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广奥泛娱乐文化产业并购基金（暂定，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2、注册地：珠海（暂定）

3、基金规模：总规模10亿，首期规模3亿。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5、资金来源：政府引导基金、国企以及其他社会高净值人士募集；广州卓游、奥飞娱乐以及其并表子公司和关联企业均不

参与并购基金的认缴出资。

6、存续期限：基金存续期三年，投资期两年，回收期一年。 根据情况可适当延长一年。

7、投资方向：投资泛娱乐行业初创期或成长期的高成长企业，聚焦该行业的投资并购机会。

8、管理模式：由管理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设投资决策委员会。

9、退出机制：以上市公司、机构收购为主或独立IPO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成立管理公司和并购基金，尚未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具体条款以上述情况为准。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有利于实现资源对接，撬动社会资金，与公司并购形成杠杆效应，减少公司并购资金风险；

2、有利于储备与培育战略业务，降低并购前期风险，形成上市公司与项目之间的“储备池” ，可以帮助公司更快的实现产

业链布局，同时可实现一定的资本增值收益；

3、本次联合专业机构设立管理公司和并购基金，有利于提高并购的专业性和成功率；

4、通过设立管理公司和并购基金，使得在投资具体项目时便于采取对赌安排以及更灵活的激励制度、更多元化的退出方

式等。

（二）存在的风险

1、并购基金目前尚处于筹备阶段，管理公司与其他投资人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并购基金的设立存在不确定性；

2、并购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加上投资

项目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将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16-119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6年8月26日下午16：30在公司办公地保利中

心26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6年8月21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参会的监事为罗育民、蔡贤芳。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3票。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育民先生主持，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公告编号：2016-110）。

二、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6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6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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