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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协议控制的搭建及解除

Ⅰ、作为入股新英开曼的出资对价及协议控制的搭建

李建光先生代表IDG美元基金曾投资雅迪传媒， 并与雅迪传媒股东胡斌及杨晓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新英体育自成立起，主要从事赛事版权转授权相关业务，该等业务与雅迪传媒经营的广告业务具备协同效应。应

李建光邀请，胡斌及杨晓东参与新英开曼A轮融资。经各方协商，最终胡斌、杨晓东以新英传媒的控制权（包括但

不限于经营权、收益权以及账上资产处置权等相关权利）作价1,500万元人民币向新英开曼或其子公司出资，作

为胡斌、杨晓东入股新英开曼的部分出资对价（详见“新英开曼历史沿革部分” ）。具体协议内容如下：

A�《业务合作协议》

新英咨询将其广告资源交由新英传媒独立经营，并由新英传媒向新英咨询支付广告资源对价；新英咨询委

托新英传媒制作部分广播电视节目，具体事项另行约定。协议有效期10年，到期后如新英咨询不书面终止的，则

协议自动延期10年。

B�《独家咨询服务协议》

新英咨询为新英传媒提供独家咨询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与新英传媒相关的业务技术咨询、专业技

术人员与市场开发人员的培训、与业务相关的信息收集及市场调研、商业咨询、日常管理、广告业务拓展与开发、

广告营销等商业咨询服务。服务费用由双方另行协商。协议有效期为10年，有效期到期时，除非甲方提前三个月

书面通知不予延期，协议应当自动延长十年。

C�《表决权代理协议》

杨晓东、胡斌（授权方）不可撤销地同意在代理期限内，授权新英咨询代表授权方行使授权方作为新英传媒

的股东依照中国的适用法律和国内公司的公司章程所享有的所有表决权， 新英咨询享有新英传媒注册资本代

表的100%的表决权。授权方同意，对签署任何金额超出25万美元的贷款协议，均需从新英咨询获得事先书面同

意。前述代理期间自签署之日起，至授权方对外转让股权或新英传媒终止经营时止。

D�《独家购买期权协议》

在协议有效期内，在下列情况满足的情况下，新英咨询有权要求杨晓东、胡斌随时转让其持有新英传媒的全

部股权：1）中国法律法规允许股权转让；2）新英咨询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前述转让价款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允

许的最低价格执行。本协议自协议签署时生效，至协议履行或各方解除本协议时终止。

E�《股权质押协议》

胡斌、杨晓东同意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将其拥有的新英传媒100%的股权全部质押给新英咨询，作为胡斌、

杨晓东和新英咨询履行其在《独家购买期权协议》、《表决权代理协议》、《独家咨询服务协议》项下全部义务的

担保。协议项下的股权质押自其登记于新英咨询所属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之日起设立，至上述三项协议均已履

行完毕、失效或终止时解除。

Ⅱ、协议控制的解除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前述协议控制情况将在标的资产股权交割日解除，交易对方承诺在

交割时促使新英咨询和新英传媒股东（胡斌和杨晓东）签署终止协议控制的相关协议；且前述终止协议控制的

解除协议应于股份交割时生效。同时胡斌、杨晓东将其持有新英传媒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指定的境内主

体。

同时，根据新英传媒和新英咨询出具的书面承诺，新英传媒和新英咨询将于《股份购买协议》项下交割日签

署关于终止控制协议的终止协议，自该协议交割时起生效。

根据新英传媒的股东胡斌和杨晓东出具的书面承诺，胡斌和杨晓东将于《股份购买协议》项下交割日，签署

关于终止控制协议的终止协议，并与当代明诚或其指定的其境内子公司签署协议，将其持有的新英传媒的股权

转让与当代明诚或其指定的其境内子公司。当代明诚或其子公司履行了支付《股份购买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

对价的义务，即视为履行了向其支付新英传媒股权转让的对价的义务。

因此，《股份购买协议》中关于签署终止控制协议的相关约定，对各交易对方均具有约束力；交易对方、新英

传媒、新英咨询、新英传媒的股东胡斌和杨晓东作出的关于解除协议控制的相关承诺合法有效；且本次交易解除

新英咨询和新英传媒的协议控制无需履行任何监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手续。 本次交易解除控制协议不存在法

律障碍。

③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497,211.74 34,327,207.71

负债总额

13,940,019.10 16,029,179.23

所有者权益

13,557,192.64 18,298,028.48

资产负债率

50.70% 46.70%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5,908,297.26 44,766,360.12

利润总额

-4,740,835.84 -75,076.75

净利润

-4,740,835.84 -81,161.1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④业务发展情况

新英传媒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务。

（3）新英体育数字电视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英体育数字电视传播

（

上海

）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21

日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

资企业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川沙路

520

号

105

室

营业期限

2011

年

9

月

21

日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法人代表 胡斌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1155821438609

经营范围

组织体育交流活动

（

比赛除外

），

体育节目的策划

、

咨询

，

付费电视频道市场营销策划

、

推广

及服务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商务咨询

（

除经纪

），

投资咨询

（

除经纪

）、

管理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②主营业务情况

新英数字主要负责新视觉频道运营和落地发行，以及与各地网业务合作。

（4）北京新英世播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新英世播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8

月

13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

业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

4

号院

79

号楼

1-10

室

营业期限

2013

年

8

月

13

日至

2043

年

8

月

12

日

法人代表 胡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076624311G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

4

号院

79

号楼

1-10

室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

会议服务

；

软件设

计

；

数据处理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

；

投资咨询

；

经济贸易咨询

；

计算机技

术培训

；

销售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文具用品

、

机械设备

、

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②主营业务情况

新英世播目前主要负责技术开发支持及网站运营。

（5）新英智通（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英智通

（

北京

）

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1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

4

号

79

号楼

1-09

室

营业期限

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2042

年

6

月

10

日

法人代表 胡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976926270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

4

号

79

号楼

1-09

室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

；

软件设计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投资咨询

；

经济贸易咨询

；

批发电子产

品

、

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②主营业务情况

新英智通主要业务为技术支持开发。

（6）新英传媒香港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Super Sports Media Group (HK)

Limited

注册资本

1

元港币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8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45

号安康商业大厦

23

楼

董事 胡斌

、

李建光

、

杨晓东

、

Zhou Quan

、

许峰

、

LEE Hoi Yee

注册号

1478059

登记证号

52747987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

广告和市场推广

②主营业务情况

新英传媒香港并无实际业务。

（7）SSPORTS(HK)LIMITED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SSPORTS (HK) LIMITED

注册资金 美元

10,000,060

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4

月

22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45

号安康商业大厦

23

楼

董事 胡斌

、

喻凌霄

注册编号

1895241

商业登记证编号

61314028

主要业务 程序编制和许可

②主营业务情况

SSPORTS(HK)LIMITED目前仅为持股平台，不存在其他业务。

（8）盈科新英体育媒体有限公司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盈科新英体育媒体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800

万元港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7

月

8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鰂鱼涌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电讯盈科中心

41

楼

董事 胡斌

、

喻凌霄

、

陈鸿伟和李凯怡

注册编号

2117755

商业登记证编号

63553541

主要业务 程序编制和许可

②主营业务情况

盈科新英为PCCW� Media与新英开曼共同设立的合资平台，股份比例均为50%。盈科新英主要与新英开曼、

PCCW� Media经营now� TV卫星频道推广及相关服务，并持有盈新体育咨询100%股权。

（9）盈新体育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盈新体育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

万元港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17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华申路

180

号

1

幢五层

513

室

营业期限

201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44

年

12

月

16

日

法人代表 喻凌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4241177Q

经营范围

体育节目策划

、

咨询

、

推广及服务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务除外

）；

市场营销策划

、

咨

询

；

经济信息咨询

（

除经纪

、

金融信息

）；

电脑图文设计

、

制作

（

电子出版物除外

）；

企

业形象策划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②主营业务情况

盈新体育咨询主要负责now� TV卫星频道推广及相关服务。

5、新英体育主要业务情况

新英体育是一家体育内容运营商，其核心业务为依托已取得的优质体育版权，专业从事上述内容在各个渠

道的分销和运营工作，在渠道上主要面向互联网、广电、运营商等媒体渠道，覆盖互联网网站、电视、IPTV、互联

网电视移动终端等媒体终端；内容上主要为英超联赛的转播。

作为国内领先的体育内容运营商、全媒体体育文化传播服务提供商、体育版权分销商，新英体育本着 “让

球迷更快乐” 的原则，携手国内电视台、互联网平台及合作网络平台，全面覆盖互联网网站、电视、互联网电视、

IPTV、移动终端等全媒体终端，形成了一个由“优质内容资源为基础” 、“全产业媒体分销集群” 、“全媒体终端

交互式覆盖”组成的一体化体育转播生态，为体育爱好者提供良好的体育节目观看体验。

新英体育目前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版权分销、产品订购、广告三个板块，其中版权分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重较大，而产品订购收入和广告收入同样也是依托已取得的版权获取的，因此，版权是新英体育开展业务的基

础。

（1）版权分销

新英体育向国外顶级赛事版权资源方或其版权运营方进行版权采购，获取相应体育版权在中国地区的独家

权益，随后面向电视、互联网、广电等媒体渠道进行分销，目前已经覆盖互联网网站、电视、互联网电视、IPTV、移

动终端等全媒体终端。

版权分销业务是新英开曼目前最核心的业务，该收入占据其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很高，在最近一年一期都超

过了80%。新英体育版权分销对象主要是央视、五星体育、北京体育、广东体育、武汉体育、澳门广播电视、天津卫

视等电视平台，腾讯、乐视、新浪、聚力传媒等网络平台，百视通、乐视等互联网电视、IPTV平台。分销模式主要是

两种：一是直接向分销对象提供原卫星信号，由其自行制作视频节目再播出；二是由合作电视台将原卫星信号落

地，新英体育加入节目制作内容（演播室、解说、广告插入），再由合作电视台将原卫星信号及节目制作内容输出

给其他电视台。

优质的版权资源是成功分销的基础。目前，世界顶级体育赛事IP不超过20个，包括夏冬奥运会、世界杯、欧洲

五大足球联赛以及美国四大职业联盟等。根据德勤咨询的统计，2015年欧洲五大足球联赛及冠军联赛、美国四大

职业联盟等十大体育联盟占据了全球体育联盟（不含奥运会及世界杯等）总转播权收入的75%。

新英体育现有的核心版权资源包括两方面， 一是英超联赛2013/2014年至2018年/2019年等6个赛季在中国

大陆地区和澳门的英超赛事的独家转播权以及相关节目版权，包括直播、延播、重播、点播等多种形式，并允许在

电视、互联网电视、IPTV� 、互联网及移动设备上进行播出；二是2018年1月1日到2022年11月31日欧足联国家队系

列赛事（包括2020年欧洲杯正赛及欧洲区预选赛、2022年世界杯欧预选赛等）的新媒体独家版权以及上述赛事

的全球范围内的赞助权益（例如冠名权等）。英超联赛由于其精彩程度较高以及英超联盟良好的运作，其版权价

值是五大联赛中最高的；而众多球星参加的欧足联国家队系列赛事也是国际上最吸引球迷的赛事之一。

新英体育运营英超版权多年，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版权运营经验。英超联盟对版权方的要求还包括推广英超

文化，从英超奖杯国内展览到组织酒吧乃至现场观战英超，从携手阿里体育通过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来销售会员

到建设英超球迷体验中心的规划，新英体育在推广英超方面表现出色。得益于新英体育的良好推广，中国英超

球迷的数量不断增长，英超播出时长也不断增长。相得益彰的是，这样雄厚的球迷基础也让英超在各个媒体平

台的转播都受到热捧，有益于进一步的版权分销。

（2）产品订阅

产品订阅收入是指观众为观看特定付费内容，向平台支付相关产品订阅的费用，从而新英体育获取订阅收

入。随着付费市场的培养和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养成，为观看自己喜爱的节目而支付费用已经越来越得到消费者

的接受。新英体育是国内体育网络直播付费收看的先行者，也是国内消费者付费观看习惯的培养者，除了将版

权资源分销给客户之外，新英体育也依托百视通平台进行运营，对部分体育内容进行收费订阅观看。

新英体育除了将版权分销给媒体客户外，也以“免费+付费”结合的方式，委托百视通将英超联赛上载至域

名（ssports.smgbb.cn）进行播放，每一轮联赛除提供一定场次的免费直播外，还对剩余部分比赛进行收费直播。全

赛季英超380场比赛中有230场为免费的场次，新英体育曼自己免费直播的同时，也分销给腾讯、乐视等网络视频

平台。

百视通负责对新英体育拥有及/或制作的体育赛事的直播、点播类视听节目进行审查、整理和编排，将该等

视听节目内容存储于百视通控制的播放服务器上， 并根据自己独立决定将该等视听节目在域名（ssports.smgbb.

cn）上载播放。

（3）广告收入

新英体育作为拥有多渠道的体育内容运营商，自身既是优秀的媒体平台，能依托平台获取广告收入。新英体

育获取的广告收入来源较为多样化，包括电视广告、互联网广告、移动媒体广告等渠道。目前，新英体育广告收入

中占比较高的是电视广告，其广告资源主要通过和地方电视台“以版权换广告”的合作模式取得。在向地方电视

台分销时，新英体育不仅仅向电视台直接收取版权分销费用，而是采取直接收费和间接换取赛事开始前及休息

中的广告时段相结合的销售方式。新英体育获得电视台的广告时段后，再将广告时段出售，获取广告收入。

随着新媒体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特别是新英体育开始向央视分销英超电视版权后，导致各地方台收视率

越来越低，针对地方台电视版权的分销业务，新英体育开始采取“以节目换广告” 的经营模式，即新英体育通过

由上海台将原卫星信号落地后，联合五星体育频道自己制作赛事直播节目（演播室、解说、插入广告），随后统一

向全国各地方台免费发送，以换取各地方台该直播时段的全部播放内容，包括节目播放和广告播放。

6、新英体育财务状况

新英体育最近一年一期未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766,952,691.54 624,669,738.32

非流动资产

359,221,966.97 403,335,507.08

资产总额

1,126,174,658.51 1,028,005,245.40

流动负债

333,182,437.32 395,465,483.68

非流动负债

20,761,482.50 31,476,637.50

负债合计

353,943,919.82 426,942,121.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2,230,738.69 601,063,124.2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营业总收入

466,139,295.73 704,935,052.43

营业利润

216,665,194.83 210,425,725.82

利润总额

215,810,203.68 208,552,960.50

净利润

176,108,270.47 177,751,153.6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收购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公司将在审计、

评估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编制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目标资产经审计历

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中予以披露。

7、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体育主要资产（合并口径）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资产

2017

年

5

月

31

日 占比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567,098,623.59 50.3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4,000,000.00 0.36%

应收票据

3,400,000.00 0.30%

应收账款

188,590,185.56 16.75%

预付账款

1,298,280.86 0.12%

其他应收款

1,180,818.53 0.10%

其他流动资产

1,384,783.00 0.12%

流动资产合计

766,952,691.54 68.13%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500,975.74 0.04%

固定资产

3,173,438.80 0.28%

无形资产

216,714,649.20 19.25%

长期待摊费用

658,962.64 0.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54,199.73 0.2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4,736,876.35 11.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8,839,102.46 31.87%

资产总计

1,125,791,794.00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①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体育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运输设备 办公家具及其他 电子设备 合计

资产原值

688,409.94 191,231.79 8,893,691.11 9,773,332.84

累计折旧

375,797.45 149,236.38 5,915,968.32 6,441,002.15

资产净值

312,612.49 41,995.41 2,977,722.79 3,332,330.6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②自有不动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体育未拥有用土地使用权。

2）房产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体育未拥有房产。

③租赁不动产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新英体育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座落 面积

(

㎡

)

租赁期间

1

北京机电院高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新英咨询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

场北路

4

号

79

号楼一层

部分

1160.45

2014.1.15

—

2019.1.14

1

北京机电院高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新英传媒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

场北路

4

号

79

号楼一层

部分

209.03

2014.1.15

—

2019.1.14

2

北京机电院高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新英世播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

场北路

4

号

79

号楼一层

部分

45.62

2014.1.15

—

2019.1.14

3

上海唯恩富勤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盈新体育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

申路

180

号

1

幢第五层

513

部位

30

2016.11.26

—

2019.11.25

4

覃文 新英数字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路

841

号

1301

室

214.92

2017.4.1

—

2019.3.31

④商标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体育在境内外共拥有36项商标权拥有的商标信息如下：

⑤许可协议

1）英超联赛版权许可协议

根据新英体育提供的文件资料，2012年4月28日，新英开曼与英超公司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域

内视音频转播权协议》，基本情况如下：

1

合同名称

《

关于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域内视音频转播权协议

》

“

Agreement for the Audio -Visual Exploitation of the Live Package in the

Territory of Mainland China and Macau

”

2

签订时间

2012

年

4

月

28

日

3

当事人

英超公司

新英开曼

4

授权主要内容

英超公司授予新英开曼在规定的期限和地域范围内

，

以授权语言的如下许可

：

（

a

）

自行及

/

或授权他人进行每一场次比赛的同步直播

、

延时转播

、

重播

、

独立直播和点播

；

（

b

）

自行及

/

或授权他人通过指定传播系统同步转播授权的英超节目

；

（

c

）

自行及

/

或授权他人通过互联网及

/

或移动设备在符合英超规定的点

播期内传输英超集锦包

。

5

授权期限

2013/14

、

2014/15

、

2015/16

、

2016/17

、

2017/18

、

2018/19

赛季

6

地域范围 中国大陆和澳门

7

授权语言

在全部或部分授权区域内广泛使用的语言

，

包括但不限于中文

、

英文

、

粤语

、

葡

萄牙语

8

排他性

英超公司承诺不直接或间接授权第三方在授权地域范围内进行直播或在自每

场比赛的开始时间至每一赛季结束后十四日止的排他期内播放比赛视频图像

。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新英体育已向授权方支付了到期应付的全部款项。该协议正常履行中。

根据新英体育提供的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于2016年6月21日颁发的编号为00217004的《作品登记证书》，新英

咨询经新英开曼授权，取得了作品《英超2016/17、2017/18、2018/19赛季》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

核，对上述权利予以登记。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6-L-00217004。

2）与欧足联的协议

根据新英体育提供的文件资料，2015年11月26日， 盛开体育与欧足联签署了《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全球

赞助权分许可和在中国开发数字媒体权利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

合同名称

《

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全球赞助权分许可和在中国开发数字媒体权利的协

议

》

及

《

补充协议

》

“

Agreement for the sub -licensing of the Global Sponsorship Rights for

exploitation worldwide and the Digital Media Rights for exploitation in China

”、 “

Amendment Agreement

”

2

签订时间

2015

年

11

月

26

日及

2016

年

7

月

21

日

3

当事人

欧足联

盛开体育

新英开曼

4

期限

全球赞助权

：

2015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2

年

5

月

1

日

数字媒体权

：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5

排他性

欧足联不得授予任何第三方相同的产品类别的全球赞助权

，

和相关比赛的数字

媒体权利

6

地域范围 中国大陆

7

授权主要内容

欧足联授予新英开曼在规定的期限和地域范围内

，

以授权语言的如下许可

：

分为两个比赛周期的全球赞助权

。

第一周期包含

：（

i

）

2016

年法国欧洲杯

；（

ii

）

2016

年法国欧洲杯欧洲区预选

赛

；（

iii

）

2018

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等

第二周期包含

：（

i

）

2020

年欧洲杯

；（

ii

）

2020

年欧洲杯欧洲区预选赛

；（

iii

）

2022

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等

数字媒体权利包含以下比赛

：

（

a

）

2020

年欧洲杯

；（

b

）

2020

年欧洲杯欧洲区预选赛

；（

c

）

2022

年世界杯欧洲

区预选赛等

。

为了取得以上权利，新英体育根据商业惯例，借鉴了体育及其他行业的常规做法，经与盛开体育协商，确定

将向盛开体育支付500万欧元服务费用。同时，新英体育与盛开体育通过协议明确，在授权协议的执行过程中，盛

开体育应当履行：配合新英体育与欧足联沟通，取得欧足联合同规定的关于授权赞助商和转授权方的批准，并协

助新英体育执行签署的有关赞助商的转授权协议等合作义务；并且约定：

“如新英体育就行使并履行欧足联合同获得净收益，指根据欧足联合同获得的全部收入减去履行欧足联合

同相关的全部成本（包含应向欧足联支付的权利费用、新英体育开曼向盛开体育支付的服务费500万欧元、需支

付的佣金及按照上述第1.5条支付的银行保函费用、技术费用、销售费用等，具体细节双方另行商议确认后的余

额），新英体育开曼按净收益的25%向盛开体育支付额外服务费。”

其中，“净收益的25%” 将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支付。考虑到盛开体育在授权协议执行过程中提供的服务，这

一净利润分成及分成比例的约定也是符合商业惯例的。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新英体育已向授权方支付了到期应付的全部款项。该协议正常履行中。

（2）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体育主要负债（合并口径）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负债

2017

年

5

月

31

日 占比

应付帐款

9,587,218.07 2.73%

预收款项

14,919,027.49 4.24%

应付职工薪酬

3,532,724.12 1.00%

应交税费

100,878,287.84 28.69%

其他应付款

181,156,770.30 51.5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761,482.50 5.90%

递延收益

20,761,482.50 5.90%

负债合计

351,596,992.82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应交税费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开曼合并报表中应交税费的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5

月

31

日 占比

企业所得税

85,644,342.80 84.85%

增值税

14,491,014.02 14.36%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3,772.65 0.28%

教育费附加

121,708.25 0.12%

地方教育费附加

78,252.09 0.08%

文化事业建设费

298,924.89 0.30%

代扣代缴境外交易税金

10,752.00 0.01%

其他

2,110.94 0.00%

合计

100,930,877.64 100.00%

如上表所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开曼合并报表中应交所得税余额为8,564万元，占应交税费余额的

85%；应交增值税余额为1,449万元，占应交税费余额的14%；两项合计占公司应交税费余额的99%。

经分析， 新英开曼合并报表的应交税费余额主要为新英体育根据集团内转移定价安排及相关税法规定预

提的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

2）其他应付款

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开曼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付款的前五大项目构成如下：

序号 客户

/

供应商名称 金额 比例 性质

1

乐视体育香港境内关联方

172,900,000.00 97.05%

付款保证金

2

江西万象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1,563,384.28 0.88%

代收代付款项

3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687,434.10 0.39%

应付推广费

4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509,433.96 0.29%

应付推广费

5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0 0.25%

应付保函费

合计

176,110,252.34 98.96%

如上表所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开曼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付款余额主要为新英咨询收到的乐视

体育香港境内关联方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7,290万元。根据新英体育、新英咨询、乐视体育香港以及其境内关联

方签署的《付款补充协议》，该履约保证金将直接冲抵新英开曼对乐视体育香港的应收账款。

（3）或有负债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新英体育不存在或有负债。

（4）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新英体育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8、预估值及定价

本预案中仅披露标的资产以2017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 标的资产最终评估值将以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为准，交易对价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将在发行预案（修订稿）中予以

披露。

（1）标的资产预估值

1）资产基础法预估结果

根据新英开曼提供的未审财务报表，截至评估基准日，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53,527.33万元，合并归母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77,417.63万元。经本次评估机构初步估算，截至评估基准日，新英开曼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8,904.03万元，较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增值25,376.70万元，增值率47.41� %。

2）收益法预估结果

根据新英开曼提供的未审财务报表，截至评估基准日，经本次评估机构初步估算，新英开曼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354,094.99万元，较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增值300,567.67万元，增值率561.52%。

3）本次预估方法的选择及预估结果

依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

基础法。

三种基本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衡量资产的价值，它们的独立存在说明不同的方法之间存在着差异。某项

资产选用何种或哪些方法进行评估取决于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市场条件、掌握的数据情况等诸多因素。

由于我国目前市场化、信息化程度尚不高，企业转让案例的公开资料少，具有与新英开曼较高相似性和可比

性的交易案例及可比因素收集困难，更难以对参考交易案例有相对充分、全面和具体的了解，个体性差异难以比

较，故本次预评估不适用交易案例比较法。同时，国内A股上市公司涉及体育赛事版权的业务模式仅为自用，未

开展版权分销业务。本次评估机构认为国内A股市场不存在与新英体育主营业务相似的上市公司，故本次预评

估不适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因此，本次评估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条件。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新英开曼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本次评估以评估对

象持续经营为假设前提，根据市场前景，企业管理层对企业未来经营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具备采用收益法进行

评估的基本条件。

新英开曼各项资产及负债权属清晰，相关资料较为齐全，能够通过采用各种方法评定估算各项资产、负债的

价值，具备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的基本条件。

因此，本次预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

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评估机构认为基于被评估单位的业务规模及利润增长情况和现金流金额大小

的收益法预估结果，较资产基础法的预估结果可以更全面、合理地反映新英体育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本次评估机构拟选取收益法的预评估结果作为预估结论，即企业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

（2）标的资产的交易定价

本次评估机构以2017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新英开曼100%的股权进行估算，初步估值为

356,363.96万元。

根据正在筹划中的《员工持股计划》，新英开曼将向管理团队授予普通股期权。根据《股份购买协议》及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交割时，新英体育的期权计划必须得到妥善解决。经新英开曼原股东协商，新英开曼将向管理

团队授予普通股期权，若全部行权，将对应新英开曼750万股普通股。为保证此次交易的进行，在标的股份确定完

成交割时，新英开曼将完成期权回购并终止员工持股计划。新英开曼股东已达成一致，按《股权买卖协议》中的

交易价格，回购期权。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开曼总股本为4,724.06万股，全面摊薄后，期权（750万股）在总股

本（4724万股+750万股）中占比为13.7%，按预估值5亿美元计算，期权回购的总成本预计为6,850万美元。员工持

股计划预计会涉及近30名管理人员及资深业务骨干等人员，具体授权安排尚待新英开曼董事会批准。

因此，经上市公司及新英开曼全体股东协商，根据本次预估值，新英开曼的100%股权价值为5亿元美元。扣

除新英开曼将在交割日前向管理团队回购注销期权所需支付的6,850万美元， 本次购买新英开曼股份的交易对

价为4.315亿美元（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外汇牌价6.8633换算为人民币为29.62亿元）。

9、收购实施主体概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当代明诚（香港）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登记证号码：65680805

公司编号：2329203

住所：22/F.,3� LOCKHART� ROAD,WANCHAI,Hong� Kong

董事：刘芸曼

股本情况：10,000,000股；港币10,000,000元

成立日期：2016年1月11日

股本结构：上市公司持有当代明诚（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当代明诚（香港）有限公司未有实际经营，故没有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10、《股份购买协议》摘录

2017年7月12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SPA）及其相关附录，主要内容包括：定义与

解释、可出售证券的买卖、购买价格、条件、调查条件、交割前义务、交割时义务、交割后义务、限制条款、保证、关

于税收的契约、赔偿、生效、双方的终止权利、披露和公告、责任和责任解除、第三方权利等条款。

正式签署的SPA为英文文本，同时上市公司提供中文译本。为方便广大投资者阅读，本预案仅披露SPA中对

本次收购重大影响的主要内容。为避免由于摘录重要合同条款而可能导致的理解歧义或遗漏，投资人可以阅读

中文或英文文本全文。在对中/英文本理解发生歧义时，应以英文文本为准。SPA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签订各方

买方 卖方

DDMC

IDG China Media Fund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

EASY EXCEL LIMITED

Edia Media Yang Holding Limited

Edia Media Hu Holding Limited

BesTV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

PCCW Media Limited

（2）股份的买卖

1）购买标的公司股份

所有卖方应向买方交割其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股份，且无任何权利负担。购买的股份数量及对价如下：

交易对方 出售股份数量

（

股

）

出售股份性质 对价

（

美元

）

IDG China Media Fund L.P. 2,500,000

普通股

22,826,350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14,681,835

优先股

134,110,200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 L.P.

3,000,375

优先股

27,400,250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 1,367,790

优先股

12,513,500

EASY EXCEL LIMITED 2,500,000

普通股

22,826,350

Edia Media Yang Holding

Limited

5,475,000

优先股

50,010,850

Edia Media Hu Holding Limited 5,475,000

优先股

50,010,850

BesTV INTERNATIONAL

(CAYMAN) LIMITED

6,918,605

优先股

63,214,750

PCCW Media Limited 5,321,980

优先股

48,586,900

合计

47,240,585 - 431,500,000

2）认购新英开曼增发股份增资

交割同时，买方将认购新英开曼新增股份，认购总价款为6,850万美元。

（3）购买价格及诚意金的支付方式

1）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①第一期股份购买价款为股份购买对价的20%，应在：1）如《股份购买协议》在2017年9月30日前生效，则最

迟付款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2）如《股份购买协议》未能在2017年9月30日前生效，则最迟付款时间为《股份购

买协议》生效后的第10个工作日。

②第二期股份购买价款为股份购买总对价的80%，应在标的股份交割时向交易对方支付。

③对新英开曼6,850万美元的增资款应当在标的股份交割时向新英开曼支付。

2）诚意金安排

①首笔诚意金（以人民币支付）

《股份购买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需将人民币一亿元（“首笔诚意金” ）支付到卖方共同指

定账户；

如果在股份购买协议截止日期（2017年12月31日，经相关方书面同意，可被延长至2018年3月31日，以下均简

称“截至日期” ）或之前未能交割，则卖方将获得该诚意金，并各卖方将按照其在标的公司的相关持股按比例分

得。

如果明诚香港已在第二笔分期付款到期日之前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和第二期分期付款， 则卖方需将首笔

诚意金退回买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中。

②次笔诚意金（以人民币支付）

如果明诚香港未能在首笔分期付款（股份购买总对价的20%，即合计0.863亿美元）到期日向卖方支付首笔

分期付款，上市公司需支付等同于一亿美元诚意金（“次笔诚意金” ）金额的人民币到卖方共同指定的上述银行

账户中。

如果明诚香港此后向卖方支付了第一期分期付款，则卖方应将第二笔诚意金退还给买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果本次收购已经取得了全部所需的审批和备案手续，并且此时次笔诚意金已支付卖方的，则卖方需将次

笔诚意金退回买方，以使买方得以用于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此种情况下，买方应将退回的次笔诚意金兑换成

美元，并用该笔资金向卖方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如果买方在收到退回的次笔诚意金的5个工作日内未支付第

一期分期付款，买方需立刻偿还卖方次笔诚意金。

如果明诚香港未能在截止日期之前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和第二期分期付款， 买方应没收首笔诚意金和次

笔诚意金，并各卖方将按照其在公司的相关持股按比例分得。

如果因卖方在交割之前违约，造成第一期和第二期分期付款无法在截止日期或之前进行支付，则卖方应向

买方返还首笔及次笔诚意金。

3）协议的部分履行

如果卖方在截止日期前只收到了首笔分期付款但没收到次笔分期付款，则明诚香港可获得新英开曼20%的

股权（详见“条件未能成就的后果” ）。

（4）条件

1）交割的先决条件

①卖方的先决条件：

A�卖方方面已经获得本次收购所必须的同意、 许可或批准 （包括股东、 银行、 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等机

构），并且该等同意、许可或批准持续有效；

B� �卖方保证书在至交割之前仍然是真实、正确、完整且无误导性；

C卖方已充分遵守第6条（交割前的义务）及附录4（交割前的义务）中所规定的义务并且在其他方面已经

履行了SPA约定的所有承诺和约定；

D�自SPA签署之日起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更情况； 在香港及中国大陆或其他地区不存在任何禁止签署、交

付或履行SPA的法律法规。

②买方的先决条件

A�买方对新英体育进行的尽职调查审查结果满意并通知卖方；

B买方向百视通国际交付担保书（保证在收购完成后使新英体育继续履行其与百视通国际及关联方之间的

业务合作协议）并在交割前五（5）个工作日内正式签署；

C�买方保证在交割日前仍然是真实、正确、完整且无误导性的；

D买方的第二期分期付款筹措的资金全部到位；

E买方完成在湖北省商务厅的交易相关备案手续。

2）条件未能成就的后果

如果任何交易条件在截止日期之日前未成就 （依据SPA放弃条件除外），SPA自动终止并且不再有任何效

力，但第4.6条和第17条（各方终止的权利）（该条仍然有效）所列举或指引的条款，以及因SPA第3条和任何先前

违约而产生的索赔除外。然而，如果第一期分期付款已由买方在截止日期前支付，但因政府审批等原因造成第二

期分期价款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支付的，则每个卖方应向买方转让其拟出售股份部分的20%，此时已支付的第一

期分期付款应当视为是该股份转让的对价。根据前述诚意金的约定，届时卖方并无义务将首笔诚意金退还给买

方，不论是否实际转让了此等20%的股份。

（5）交割前义务

交割前义务主要包括：

1）卖方向买方承诺并且应使公司取消股票期权计划、批准正在筹划的股票期权计划、从股票期权持有人处

回购并注销股票期权；

2）其他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的禁止性或不作为义务（具体条款见《股份购买协议》原文）。

（6）交割时的权利义务

1）卖方在交割时的重要义务

①由新英咨询和新英传媒股东（胡斌和杨晓东）正式签署的终止协议控制的相关协议；前述终止协议控制

在股份交割时生效。

②新英传媒股东与买方指定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按照该协议，在交割之日或之后，胡斌和杨晓东持有新

英传媒的全部股权将转让给买方指定公司。

2）买方在交割时的重要义务

①向卖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购买对价；

②向新英开曼支付增资价款。

（7）卖方在交割后的重要义务

1）保证卖方将偿还截止交割时在常规业务范围内亏欠所有新英体育的所有内部交易债务，盈科新英的债

务或与之相关的债务除外；

2）保证在交割后，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卖方集团尽快（不超出交割后的三个月）更改卖方名称和卖方集

团所有其他成员的名称，以便删除“新英/Super� Sports” 的文字或符号，以及其对应的中文文字、其他混淆性近似

文字、名称或符号；

3）保证在交割后，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卖方集团尽快（不超出交割后的三个月）停止以任何方式使用或

展示集团成员使用或持有的交易或服务标志、交易或服务名称、注册设计或标记，或其他混淆性近似标志、设计、

名称或标记（就PCCW� Media� Limited而言，与PCCW� JV的活动或业务相关的标志、设计、名称或标记除外）；

4）保证在交割后的6个月内，卖方集团向新英体育提供其可能随时所需的服务和设施，以便新英体育能够

按照在交割之前12个月内提供服务或设施的相同条件，开展其业务。

（8）在交易完成后对卖方的限制条款

1）对卖方的限制

除PCCW不受下述第1、2、3项的约束外，所有卖方均应遵守如下限制性规定，但事先取得买方书面同意的除

外：

①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得在限制性领域直接或间接从事，或与他人共同从事，或以他人名义从事与新英开

曼及新英集团内任何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②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得为了向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目的游说或联系，或与他人共同或以他人名义游说

或联系新英开曼自交割日前一年内的客户，或者与该等客户签署任何买卖协议。

③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得干预或寻求干预，或与他人共同或以他人名义干预或寻求干预新英开曼自交割

日前一年内的供应商。

④交割后一年内，卖方不故意诱使任何在过去6个月曾受雇于新英开曼为其提供过管理、技术、销售等顾问

服务的人员为其提供服务。

⑤在SPA签署后任何时间不得向任何人披露关于新英开曼和集团内公司的客户、供应商、产品、财务、合同

安排、商业方法等任何信息。

⑥就卖方已经获取的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的有关保密信息而言，在未取得买方书面同意之前，卖方任何

时候不得违反该等保密义务。

⑦除非SPA另有约定，卖方不得以令人混淆的方式使用“新英” 、“Super� Sports” 有关的商标、标识、设计或

图形。

2）对限制的例外

①前述限制将不得妨碍卖方集团的任何成员进行其在SPA签署之日的现有业务；

②将不得妨碍卖方集团的任何成员在交割后对买方的任何股份产生兴趣。

（9）交易完成后新英开曼的董事安排

交割之后，公司的董事会应包括不超过6人的成员，但前提是李建光先生（身份证号：1101081965****1853）

和喻凌霄先生（身份证号：3101041968****4019）应担任董事会中的2名董事，并且买方应有权任命其余四名其

他董事。

（10）过渡期损益安排

买卖双方同意，如果在过渡期间内新英体育产生的任何利润，该利润应归买方所有；如果在过渡期间内标的

公司遭受任何亏损，该亏损（标的公司回购股票认购权遭受的任何亏损除外）由卖方根据其各自在标的公司的

持股按比例承担。对于该等亏损（标的公司回购股票认购权遭受的任何亏损除外）卖方需以现金补偿买方。

交易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利润和亏损的总额应当在交割后30个工作日内由所有各方共同接受并

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有经验且声誉良好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 对于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内遭

受的亏损（标的公司回购股票认购权遭受的任何亏损除外），卖方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补

偿买方。

（11）债权人权利及债务处理

买卖双方同意，SPA生效后，交易的完成将不会导致任何公司的债权或债务（除贸易债务或业务普通过程中

或经营中发生的债务外）终止、中止或修改。

（12）关于税收的承诺

关于每位卖方在SPA项下由于向买方出售股份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所有资本收益税以及相关的任

何必要决定，该卖方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所有必要的申报、报告和通知。在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务机关进行任何申报或提交或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机关关于SPA或交易签发的任何文件后，每位卖方

应当尽快向买方提交一份申报、提交或收到文件的副本。每位卖方应当负责支付自己根据第7号公告的交易以及

其他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的交易所得税（如有），并交割任何相关纳税申报，以上两项均须及时交

割。在缴纳税款后，每位卖方应当尽快将买方提交相关文件，并达到买方合理满意的程度，以证明按时全额缴纳

了关于卖方交易所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税收。

如果任何卖方合理要求并且由卖方支付费用，买方将向卖方及时提供（以及请集团成员提供）关于交易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税申报和付款所有信息和帮助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机关进行相关沟通。

（13）协议的生效

SPA将于买方批准交易和交易文件的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以及完成湖北省发改委备案后生效。

（14）协议的终止

1）买方有权终止的情况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买方可以在交割时或交割前的任何时候向卖方和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SPA，并且不

需要其承担责任：

①如果在交割时或SPA生效后的任何时候或在交割前的任何时候，买方注意到任何以下事实、事项或情况

（无论在SPA签署之日或之前是否存在或发生，或是在之后出现或发生）：1）构成任何卖方对SPA的重大违约或

构成会阻止交割的任何卖方违约情况；或2）将会构成违反任何个人卖方保证书和公司保证书（在整体集团情况

下构成重大违约）；或

②从SPA签署之日起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更。

2）卖方有权终止协议的情况

如果在交割时或SPA生效后的任何时候或在交割前的任何时候， 卖方注意到构成买方对SPA重大违约或构

成会阻止交割的任何买方违约情况的任何事实、事项或情况（无论在SPA签署之日或之前是否存在或发生，或是

在之后出现或发生），卖方可以在交割时或交割前的任何时候向买方发出由每个人签署的书面通知采取共同行

动终止SPA，并且他们对此无需承担责任。

（15）滞纳利息

违约方应按年利率支付利息，年利率为每年10%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基准利率的总和。

SPA第25条项下的利息（罚息）应按照实际天数（360天一年）应计并且应由违约方即期支付。未付利息应

按月计复利。

（16）适用法律和服从管辖

SPA应受香港法律管辖并根据香港法律解释。

11、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抢占优质体育资源，强化公司体育业务战略布局与业务协同

体育产业有望迎来黄金十年。随着体育产业持续走热，在吸引资本关注汇集的同时，不可避免会造成优质体

育资源因激烈竞争而大幅溢价。因此，对于公司体育业务而言，尽早抢占优质体育资源，最大程度享受这些资源

在竞争中带来的价值成长回报，同时强化上市公司体育业务战略布局与业务协同，是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所在，而这正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因此，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尽快完成对新英体育的收购，对于公司完善产业布局、丰富体育业务链

条是十分必要的。

（2）公司与新英体育将在资源、渠道、客户及管理方面实现共享与互补

上市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电视剧业务及衍生、艺人经纪、影院投资及管理、娱乐营销、体育营销、体育版权贸

易、体育经纪、体育赛事活动；新英开曼的主营业务为体育内容运营、产品订阅和广告运营。

本次收购完成后，双方将在资源、渠道、客户及管理方面实现共享与互补，完善体育产业链，拉动关联产业发

展，如体育营销、体育视频等，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业务链条网络，以提升公司抵御风险和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

实现打造“文化产业整合平台”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此，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尽快完成对新英体育的收购，对于公司实施“打造全球文化产业整合

运营平台” 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

（3）上市公司具备丰富的体育资源整合经验

上市公司2016年初完成了对苏州双刃剑的收购后，又陆续实施了收购耐丝国际、增资控股汉为体育、合资组

建郝海东体育、参股组建武汉当代明诚足球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双刃剑还与西班牙经纪公司MBS、意大利波佐

家族成立了足球产业联盟，并与西班牙格拉纳达足球俱乐部签订了中国区域独家排他的商务代理协议、与当代

力帆俱乐部签订了商务咨询服务协议。经上述产业布局，上市公司初步打通了包括场馆运营、足球青训、球员经

纪、体育营销、俱乐部管理的产业链条，并在上述并购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投后管理及资源整合。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英体育可以借助上市公司文化产业平台的资本、资源优势，一方面继续努力获取顶级体

育版权，另一方面利用上市公司全产业链优势，尝试一些多元化业务，更好的挖掘体育版权内在价值，产生协同

效应。同时，新英体育还能借助上市公司平台的管理优势，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市场知名度

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共同推动现有业务发展、加速打造大体育产业集团。

因此，本次上市公司收购新英体育是可行的。

12、募投项目备案等报批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截至本发行预案出具日，本次发行尚需获得的批准包

括但不限于：

（1）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的审议通过；

（2）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3）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湖北省发改委对本次海外收购进行备案；

（5）湖北省商务厅对本次海外收购进行备案；

（6）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取得资金出境换汇相关登记；

（7）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三、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及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收购新英体育股权，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现在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完

善公司在体育产业的战略布局，继续推进 “影视+体育”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明确 “打造全球文化产业整合

运营平台” 的长期战略目标，以及“集团化、平台化、国际化” 的战略发展路径。上市公司还将在资源、渠道、客户

及管理方面与新英体育实现共享与互补，完善体育产业链，拉动关联产业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业务链条网

络，以提升公司抵御风险和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实现打造“文化产业整合平台”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0,000.00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能够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

况，公司股本总额、净资产、总资产将同量增长，使得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公司偿债能力进

一步提高，财务风险降低。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公司章程、公司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一）业务变化情况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向子公司明诚香港增资以收购新

英开曼股权。上市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电视剧业务及衍生、艺人经纪、影院投资及管理、娱乐营销、体育营销、体

育版权贸易、体育经纪、体育赛事活动；新英体育的主营业务为体育内容运营、产品订阅和广告运营。此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增加。

交易完成后，新英体育将继续保持独立运营，双方将在资源、渠道、客户及管理方面实现共享与互补，完善体

育产业链，拉动关联产业发展，如体育营销、体育视频等，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业务链条网络，以提升公司抵御风

险和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实现打造“文化产业整合平台”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公司章程调整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将会相应增加，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并

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除此之外，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暂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三）预计股东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487,182,186股，其中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137,843,810股，持股

比例为28.2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当代集团实际控制人艾路明先生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可能发行的最高数量测算，公司总股本变为584,618,623股，按照当代集团可能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最大股数计算，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174,382,474股，持股比例为29.83%，当代

集团实际控制人艾路明先生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预计高管人员结构变化

公司暂无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若后续公司拟调

整高级管理人员，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紧紧围绕着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落实公司文化体育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公司

文化体育产业价值链。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新英开曼股权项目，上市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电视剧业务及衍生、

艺人经纪、影院投资及管理、娱乐营销、体育营销、体育版权贸易、体育经纪、体育赛事活动；新英体育的主营业务

为体育内容运营、产品订阅和广告运营，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增加。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1、优化财务状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的

资本实力，优化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2、提高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业务将获得有效的资金

支持。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在文化产业中的先发优势将更加明显，核心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提高，

同时强化自身在行业中的地位，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利用已有的市场和客户基础，并积极开拓新的客户

资源，提升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

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及募投项目的实施而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亦不会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不存在

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负债比率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后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最大发行股份数量测算，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后社会公众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以上，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等关于上市条件的要求。

七、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本预案提供的其他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

（一）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

1、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次发行尚需获得的批准包括但

不限于：

（1）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的审议通过；

（2）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3）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湖北省发改委对本次海外收购进行备案；

（5）湖北省商务厅对本次海外收购进行备案；

（6）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取得资金出境换汇相关登记；

（7）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前提条件， 非公开发行方案能否通过上述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取消的风险

本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在与交易对方协商过程中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

情人员的范围，降低内幕信息传播的可能性，但仍不排除有机构或个人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实施交易。本次

非公开发行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致使本次交易被暂停、 中止或取消的可

能。

本次非公开发行从签署协议到完成交易需要一定时间。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市场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

影响本次交易。

（二）跨境收购风险

1、资金出境的审批风险

截止本预案出具日，上市公司就本次跨境收购涉及到与ODI（境外投资）相关的商务、发改、外管等各项审

批事宜，已向湖北省商务厅、湖北省发改委、湖北省外管局等部门进行了相关咨询，并已由各主管部门确认，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中，通过境内自筹资金并通过ODI渠道及海外融资以美元现金实现跨境收购的事项

没有原则性障碍，上市公司应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提交审批材料。

本次交易价格为5亿美元，其中当代明诚以境内资金换汇出境2.9亿美元，由明诚香港境外融资2.1亿美元。根

据商务部境外投资的相关规定，如支付相关金额不超过3亿美元，则只需要湖北省商务厅备案即可。

根据与湖北省发改委、商务厅的前期咨询、沟通，上述有权机构的备案审批流程可同时进行。根据湖北省发

改委的审批流程，需在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审议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后才能向其申请报备。因此公司召开董事会

审议相关预案后，次日即可向商务厅、湖北省发改委进行报备。

根据 《四部门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关于进一步明确境

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306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

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号）等相关文件，鉴于国家外汇储备形势，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秉

持“扩流入、控流出、降逆差” 的监管态度，对大额外汇出境实行强监管政策。

尽管本次收购标的不属于监管部门限制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投资项

目，但仍面临具体资金出境失败的风险。

本次股份购买协议的生效条件为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以及湖北省发改委备案完成，在《股份购买协议》生效

的前提下，如本次交易未获得商务厅的备案或者未能成功换汇致使资金无法出境，则上市公司已经支付的诚意

金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

2、上市公司融资支付收购价款失败导致的损失诚意金及产生滞纳利息的风险

目前，上市公司自有现金不足，须以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债务融资、股权融资）支付交易对价及认购价

款。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市公司管理层已和多家知名美元基金以及多家银行机构就融资方案进行了接触和探

讨。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产业投资集团，目前除控股本公司

外，还控股的上市公司包括人福医药(600079)、三特索道(002159)。截至2017年3月31日，当代集团总资产约600亿

元，净资产约200亿元，货币资金约50亿元。为保证本次收购新英开曼股权的顺利实施，当代集团可以为上市公司

境内及海外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

根据《股份购买协议》，该协议生效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需将首笔诚意金人民币一亿元支付到卖方

共同指定账户；随后，如果明诚香港未能在首笔分期付款到期日向卖方支付首笔分期付款，上市公司还需要以人

民币支付等同于一亿美元金额的次笔诚意金到卖方共同指定的上述银行账户中；如果明诚香港未能在截止日期

之前完成融资，并支付了首笔和次笔分期付款，卖方有权没收首笔和次笔诚意金。

根据《股份购买协议》，上市公司如果在付款到期日前未完成支付，将产生滞纳利息，利息年利率为10%以

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基准利率的总和。

虽然上市公司管理层已和多家金融机构探讨了融资方案，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当代集团可以为上市公司提

供流动性支持，但因收购资金来源尚未确定，本次收购新英开曼股权存在融资失败导致损失诚意金及产生滞纳

利息的风险。

3、境外投资政策变化的风险

2016年12月6日，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加强对外投资监管

答记者问》中，指出“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

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2017年8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

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了国家鼓励、限制和禁止开展的

境外投资种类，其中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属于限制类境外投资。

虽然上市公司已经结合国家宏观政策陆续向湖北省发展改革、商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征求意见，相关部门均

表示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限制类境外投资种类，本次交易中通过ODI（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实现跨境收购均不

存在原则性障碍。但若未来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导致跨境收购的监管环境不利于本次募投项目的审批和资金出

境，进而将会影响项目正常实施。

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境外投资政策变化的风险。

4、汇率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为境外法人，交易对价以美元进行计价。因履行审批程序等原因，上市公司交易协议的签署与

交易对价的支付间隔时间较长。若在此期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发生较大波动，将会使上市公司支付交易对价时

承受汇率波动风险。

（三）新英体育的经营风险

1、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新英体育从事的体育版权分销行业，需要同时具备丰富资本运营经验、产品营销和管理经验的人员。目前新

英体育核心创始人员为李建光先生及喻凌霄先生。李建光先生为新英开曼董事长，目前主管新英体育的资本运

作工作。喻凌霄先生为新英开曼总裁，目前负责新英体育日常运营。

李建光先生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承诺尽力促使新英开曼的原管理团队成员、核心层人员自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交割日起42个月内保持稳定。”

喻凌霄先生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人承诺自新英开曼100%的股权完成交割之日起42个月内确保在标

的公司持续任职，并尽力促使新英开曼的原管理团队成员、核心层人员自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日起至42个月

内保持稳定；本次交易后，本人承诺在新英开曼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以下并称“新英体育” ）任职期间，不得

在当代明诚及其子公司/控股公司（以下并称“当代公司” ）、新英体育以外，从事与新英体育现有主营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 不在同新英体育现有主营业务存在相同

或者类似业务的公司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不以当代公司或新英体育以外的名义为新英体育现有客户

提供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或服务。”

其中原管理团队人员、核心层人员包括总裁及高管共四人，除喻凌霄外，其余人员没有做出继续任职的承

诺。作为公司运营的核心，李建光和喻凌霄分别保证尽力促使管理团队的稳定。新英体育的管理团队成员在运营

中的各个环节各司其职，按照公司制度向总裁喻凌霄和董事会汇报。个别管理团队成员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但标的企业仍然存在原管理团队成员、核心层人员在收购完成后离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的风险。

2、主要客户经营情况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乐视体育为新英体育重要客户，合作内容主要为英超版权分销，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其中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5月对其销售收入占据新英体育总收入比例分别为24.99%、32.56%、37.63%， 新英

体育对乐视体育在2016年末的应收账款回收比例已达到99%。截至2017年5月31日，新英体育账面对乐视体育应

收款金额为2,470万美元。新英体育已就此事和乐视体育积极沟通并达成了初步方案，目前已收到等值人民币保

证金。新英体育将力争尽早确定最终解决方式以确保资金安全。倘若乐视体育的经营情况及市场环境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司的经营业绩波动。

3、视频点播业务依赖第三方的风险

新英体育视频点播业务是依赖于第三方视频播出平台实现的。为保证新英体育视频业务的正常开展，新英

传媒通过与百视通网络合作的方式实现付费视频点播业务的运营。 根据新英传媒与百视通网络签署的服务合

同，在符合《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新英传媒委托百视通网络为其提供上载

传播体育赛事直播、点播类视听节目的服务；百视通网络负责对新英传媒拥有及/或制作的体育赛事的直播、点

播类视听节目进行审查、整理和编排，将该等视听节目内容存储于甲方控制的播放服务器上，并根据其独立决定

将该等视听节目在域名ssports.smgbb.cn上载播放； 百视通网络保留对存储在其控制的播放服务器上的视听节目

的发布的控制权、对发布与否的决定权。服务期限为10年。

因此，由于新英体育无法独立运营视频点播业务，新英传媒将面临上述协议不能继续履行、出现其他导致标

的资产无法正常开展相关业务、重新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等情形，从而将对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造成影响，进而损

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另外，根据新英体育提供的未审数据，新英开曼2015、2016年的视频点播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低于4%。因

此，与百视通合作变化的风险对于新英开曼未来持续经营的影响不大。

4、客户集中的风险

新英体育目前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版权分销、产品订阅、广告三个板块，其中版权分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重较大，特别是向互联网渠道客户分销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5月，新英开曼前

五名客户分别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的69.26%、77.86%、84.89%。

由于体育版权行业的特殊性以及新英体育运营战略，向互联网渠道分销的非独占性版权会集中于几个较大

的客户，故客户集中度较高。如个别客户存在资金困难，将一定程度上影响版权分销收入。

5、整合风险

本次收购是上市公司在体育业务产业链的向上延伸。新英体育与双刃剑在经营范围及业务模式方面存在共

通性，特别是在广告业务上能相互协同，同时在文化、品牌影响方面也可以相互促进。尽管本次收购属于产业并

购，但由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业务范围及人员团队都将得到扩大，公司整体运营仍将面临整合的考验。在成

功收购强视传媒及双刃剑的基础上，上市公司将继续秉承资本支持产业、产业回报资本的发展模式，对标的公司

进行整合。即，标的公司在前端产业的业务开拓、管理、维护和服务上，仍拥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性及灵活性；在其

他后台管理上，则由上市公司统一管理，新英开曼及各子公司均需达到上市公司的统一标准；在融资需求及资源

共享方面，上市公司将综合考虑各业务子公司的实际需求、项目进度等因素进行配合协调。

本次收购是否能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仍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收购整合风险。

（四）其他风险

1、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的收益是与风险相互依存的。股票价格一方面受企业经营情况影响，在长期中趋向于企业在未来

创造价值的现值，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宏观经济、投资者供求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公司股票存在因受宏

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变化、股票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而背离其价值的可能。此外，由于公司本次交易需要有关

部门审批，且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则要求，及时、充分、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以利于

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第五节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

一、公司现行的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具体如下：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以维护股东权益为宗

旨，保持利润分配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利润分配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为

主的股利分配方式。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

素。

（三）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出公司中期现金分

红预案，但中期财务报表需经过审计。

（四）现金分红的条件

1、除特殊情况外，如果公司该年度的净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归属母公司利

润）、可分配利润（该年度实现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后的利润）均为正值；

2、特殊情况是指，出现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涉及3000万以上的重大投资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情形；

3、公司该年度利润的分配应当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

当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来确定分配比例。

（五）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每年具体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现金分红的比例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连续三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累计可分配利润的30%。

（七）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

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八）决策程序与机制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

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1、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3、董事会提出的利润方案还需监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4、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

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九）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如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同时，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十）公司该年具备现金分红条件，但出现上述“（四）现金分红的条件第2�款”规定的情形，未提出以现金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说明具体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当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二）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二、公司最近三年的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的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每

10

股 送 红

股数

（

股

）

每

10

股 派 息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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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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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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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

现 金 分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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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税

）

分 红 年 度 合 并

报 表 中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现 金 分 红 占 合

并 报 表 中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的

比率

（

%

）

2016

年

0.00 0.00 0.00 0.00 122,184,172.52

2015

年

0.00 0.00 10.00 0.00 53,470,919.01

———

2014

年

0.00 0.00 0.00 0.00 954,141.69

———

2015年1月30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时提交给股

东大会审议。2015年6月23日，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4,404,505.37�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53,072,472.84�元，本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57,476,978.21�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确定

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6年2月2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时提交给股

东大会审议。2016年4月28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 42,292,439.34�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57,476,978.21�元，本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15,184,538.87�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确定

2015�年利润分配方案如下：1、不进行利润分配；2、以截止2016年1月31日公司总股本243,591,093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2017年2月28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时提交给

股东大会审议。2017年6月15日，公司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6年度实现净利-56,206,055.0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5,184,538.87元，本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71,390,593.90�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确定

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利润的分配应当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且当公司该年度的净利润（即

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归属母公司利润）、可分配利润（该年度实现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后的利润）均为正值时，才考虑进行现金分红。公司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严格

遵循了《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切实维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股东回报规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文件的要求，公司为明确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增强利润分配决策透明性和可操作性，便于投资

者对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7-2019年）股东回报计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规划制定的主要考虑因素

公司制定股东回报规划应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股东要求

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发展所处阶段、目前及

未来的盈利能力和规模、现金流量状况、经营资金需求和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

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本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

1、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需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

2、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需处理好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

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应符合公司现行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

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公司应坚持现金分红为主的原则，一般以年度现金分红为主，也可实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1、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以维

护股东权益为宗旨，保持利润分配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公司优

先采用现金分红为主的股利分配方式。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

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3、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

状况提出公司中期现金分红预案，但中期财务报表需经过审计。

4、现金分红的条件：

（1）除特殊情况外，如果公司该年度的净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归属母公司利

润）、可分配利润(该年度实现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后的利润)均为正值；

（2）特殊情况是指，出现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涉及3000万以上的重大投资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情形；

（3）公司该年度利润的分配应当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

应当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来确定分配比例。

5、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每年具体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现金分红的比例：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时，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累计可分配利润的30%；

7、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

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8、决策程序与机制：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

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1）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3）董事会提出的利润方案还需监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4）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9、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如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策进

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

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同时，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10、公司该年具备现金分红条件，但出现上述“4、现金分红的条件（2）” 规定的情形，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

行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说明具体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

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1、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

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当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13、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

派发事宜。

（四）本规划的决策机制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制订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会在制订股东回报规划方案的过程中，需充分考

虑本规划第一条所列各项因素，需与独立董事进行讨论，并充分考虑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回报以及公司可

持续发展。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提出的股东回报规划方案须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经过半数独立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

事应对股东回报规划方案的制订发表独立意见。

股东回报规划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在审议股东回报规划方案时，应当通

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并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本规划的调整周期及决策机制

1、本规划的调整周期公司应以三年为一个周期，重新审阅公司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公司应当在总结

三年以来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本规划“（一）本规划制定的主要考虑因素” ，以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确定是否需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予以调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现行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影响公司的可持续经营，确有必要对股东回报

规划进行调整的，公司可以根据本规划“（二）本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 ，重新制定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2、本规划调整的决策机制公司对股东回报规划的调整应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并按照本规则“（四）

本规划的决策机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

公司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

透明等。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7年-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六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董事会声明及承诺事项

一、董事会关于除本次发行外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有其他股权融资计划的声明

除本次发行外，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确定是否实施其他股权融资计划。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公司按照国务院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及相关履行承

诺

（一）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向子公司明诚香港增资以收购新英体育股权， 均为公司原有主营业务的进一步提升

和加强，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净资产规

模和总股本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短期内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增长幅度可能小于公司净资产规模和总股本的

增加幅度，因而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出现下降，从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特此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二）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本公司拟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此

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提升资产质量，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1、发展主营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充分协调内部各项资源、加快推进募集项目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力争募投项目早日实现预期效益，以增强公司盈利水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实现募投项目盈利，公

司拟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积极调配资源，开展募投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程，争取尽早

实现预期收益，增强未来几年的股东回报，降低发行新股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风险。

2、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中，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

资金进行专项存储、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保

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合法、充分有效的利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3、完善利润分配制度，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的相关要求，公司已经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分配机制，增

加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分配进行监督。公司将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充分维护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

（三）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根据《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为保证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

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

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根据《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为保证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以下承诺：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

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单位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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