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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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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9月11日

上午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9月3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非独立董事邵恒、王

佶、赵骐及独立董事陈卫东、梁飞媛、王迁通过通讯表决方式与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苗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

事会审议并通过了议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曜瞿如” ）等29

名主体购买其持有的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跃网络”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0,0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董事会认为公司

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要求和条件。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苗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苗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1、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包括以下两个部分：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盛跃网络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购买资产” ）；同时公司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与

本次购买资产合称为“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0,000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及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本次购买资

产的实施。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盛跃网络100%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盛跃网络90.17%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盛跃网络9.83%股权。

1)标的资产

本次购买购资产的标的资产为盛跃网络100%股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交易对象

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曜瞿如、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腾讯” ）、宁波盛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盛杰” ）、绍兴上虞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虞吉运

盛” ）、上海道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道颖投资”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侨城资本” ）、绍兴上虞熠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虞熠诚” ）、绍兴上虞吉仁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虞吉仁” ）、上海华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华璨”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 ）、上海馨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馨村” ）、绍兴上虞砾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虞砾颐” ）、珠海鸿泰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珠海鸿泰盈” ）、珠海鸿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鸿瀚” ）、德清朴华锦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朴华锦岚” ）、上海嘉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嘉琴” ）、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创世华盛私募基金，以下简称“歌斐资产一一创世华盛私募基金” ）、宁波公佑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公佑” ）、詹弘、宁波殊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

殊一” ）、苏州领瑞鑫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领瑞” ）、上海钧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上海钧成” ）、子于股权投资基金（宿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子于投资” ）、共青城中投盛灿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投盛灿” ）、嘉兴若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若荟” ）、银川凤

凰盛达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银川凤凰” ）、紫荆明曜（宁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紫荆明曜”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世互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世互联” ）、苏州君骏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君骏德” ）。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评

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最终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截至目前，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

以2018年4月30日为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3,100,000万元，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各方确定标的

资产的交易对价预估为2,980,000万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预计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

称

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

%

）

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

元

）

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

元

）

对价股份数量

（

股

）

1

曜瞿如

15.87 0.00 4,729,983,224.96 154,929,028

2

林芝腾讯

11.83 0.00 3,526,135,692.54 115,497,402

3

宁波盛杰

9.83 2,929,217,030.83 0.00 0.00

4

上虞吉运盛

7.93 0.00 2,362,569,978.25 77,385,194

5

道颖投资

7.93 0.00 2,362,569,978.25 77,385,194

6

华侨城资本

6.81 0.00 2,028,457,694.50 66,441,457

7

上虞熠诚

5.00 0.00 1,489,993,739.19 48,804,249

8

上虞吉仁

5.00 0.00 1,489,993,739.19 48,804,249

9

上海华璨

4.06 0.00 1,210,817,113.85 39,659,912

10

国华人寿

3.96 0.00 1,181,284,989.13 38,692,597

11

上海馨村

3.21 0.00 956,840,841.19 31,341,003

12

上虞砾颐

2.61 0.00 777,218,189.60 25,457,523

13

珠海鸿泰盈

2.37 0.00 705,475,208.36 23,107,605

14

珠海鸿瀚

2.29 0.00 682,534,653.87 22,356,195

15

朴华锦岚

2.18 0.00 649,706,744.02 21,280,928

16

上海嘉琴

1.19 0.00 354,385,496.74 11,607,779

17

歌斐资产一

一创世华盛

私募基金

1.11 0.00 330,528,265.10 10,826,343

18

宁波公佑

1.09 0.00 323,628,379.48 10,600,340

19

詹弘

1.05 0.00 314,221,807.11 10,292,230

20

宁波殊一

1.03 0.00 308,161,815.11 10,093,737

21

苏州领瑞

0.79 0.00 236,256,997.83 7,738,519

22

上海均成

0.79 0.00 236,256,997.83 7,738,519

23

子于投资

0.50 0.00 147,660,623.64 4,836,574

24

中投盛灿

0.34 0.00 101,537,351.24 3,325,822

25

嘉兴若荟

0.34 0.00 101,016,404.56 3,308,758

26

凤凰盛达

0.26 0.00 76,783,524.29 2,515,018

27

紫荆明曜

0.24 0.00 72,572,243.31 2,377,079

28

盛世互联

0.22 0.00 64,970,674.40 2,128,092

29

苏州君骏德

0.17 0.00 49,220,601.64 1,612,204

合计

100.00 2,929,217,030.83 26,870,782,969.18 880,143,550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现金支付期限

现金对价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由公司向宁波盛杰支付，公司支付完毕现金对价的时间应不晚于本次配套融

资募集资金到账后第30个工作日；本次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所募集资金不足支付全部现金对价的，由公司以自有或自

筹资金支付现金对价或补足差额。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股份的种类的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发行方式

对价股份发行的方式为向除宁波盛杰以外的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对价股份的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为30.53

元/股。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120日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对价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价股

份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以下方式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

量=股份对价÷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经计算不足一股的部分，均作项下舍入取整处理。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预估为880,143,550股。

出现下方第（10）项约定的发行价格调整事宜，或在对价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数量将随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股份数为准。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设置调价机制，对价股份发行价格

调整方案如下：

I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调整对象为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

II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III可调价期间：

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交易前。

IV调价触发条件：

（i）中小板指数（399005）在可调价期间内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日均

应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有至少十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

日即2018年6月11日收盘点数（即6,996.98点）跌幅达到或超过10%；且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日均应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较公司

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8年6月11日收盘价格（即32.50元/股）跌幅达到或超过10%；

（ii）中证文体指数（930616）在可调价期间内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日

均应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有至少十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即2018年6月11日收盘点数（即1,927.10点）跌幅达到或超过10%；且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日均应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较公司

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8年6月11日的收盘价格（即32.50元/股）跌幅达到或超过10%。

以上（i）、（ii）条件中满足任意一项均构成调价触发条件。上述“任一交易日” 指可调价期间内的某一个交易日。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调价基准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

述调价触发条件中的公司股票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V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调价触发条件首次满足之日（即首次满足调价触发条件的该任一交易日）为调价基准日。

VI发行价格调整方式：

若本次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满足后，在满足调价触发条件时，公司应当在可调价期间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

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调整后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为：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

价基准日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同时，发行数量也进行相应调整。

若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交易前，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对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VII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影响及合理性：

根据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推进过程中， 在中小板指数 （399005）、 中证文体指数

（930616）及公司股票价格相比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8年6月11日）收盘点数或价格出现较大

下跌并满足调价触发条件，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按照上述价格调整方案对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如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将可能导致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下调，对价股份数量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上升。

盛跃网络为国内网络游戏行业的领先企业，在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运营方面拥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并与公司现

有网络游戏业务具备较好的协同效应。本次购买资产的完成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游戏产业布局、扩大市场占有

率、丰富游戏产品类型，预计将较大幅度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并显著提升公司网络游戏业

务的综合竞争实力和长期可持续经营能力，因此，本次购买资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上述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中的单向调整安排充分考虑到本次购买资产对公司的战略意义和提升作用，以及本次购

买资产停牌期间A股大盘及同行业指数的实际走势情况，该等安排有利于减少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被终止

的风险。同时，由于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调价条件触发后公司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王苗通、王一锋、王佶、

邵恒、赵骐将回避表决。综上，上述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安排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滚存未分配利润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公司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股份锁定期

I� �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方：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的锁定期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

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承诺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同时，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若因《关于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之补偿协议》而导致

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须向公司履行补偿义务且该等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涉及曜瞿如、上虞熠诚、上

虞吉仁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延长至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在《关于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减

值测试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II�其他交易对方

（i）曜瞿如之原有限合伙人：国华人寿、道颖投资、上海馨村、歌斐资产一一创世华盛私募基金

鉴于曜瞿如为专门投资于标的公司的合伙企业，本次交易对方中国华人寿、道颖投资、上海馨村、歌斐资产一一创

世华盛私募基金在取得标的公司股份前即作为曜瞿如的有限合伙人间接持有标的资产权益，并以向曜瞿如受让盛跃

网络股份且从曜瞿如中退伙的方式将持有标的资产权益方式由间接持有转换为直接持有，国华人寿、道颖投资、上海

馨村、歌斐资产一一创世华盛私募基金同意并承诺：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人对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

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

人持有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

称“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

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价股

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ii）曜瞿如之原有限合伙人：上虞吉运盛

承诺人作为盛跃网络的股东，现持有盛跃网络20,0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7,500万元注册资本系承诺人原通过曜瞿

如间接持有（占上虞吉运盛持有盛跃网络注册资本的37.5%）。2018年8月，承诺人向曜瞿如受让取得盛跃网络20,000

万元注册资本，并从曜瞿如中退伙。

承诺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保证并承诺如下：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7,50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8年2月28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

股份数量的37.5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

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8年2月28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37.5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12,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

价股份数量的62.5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

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62.5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iii）曜瞿如之原有限合伙人：上海华璨

承诺人作为盛跃网络的股东，现持有盛跃网络10,25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8,000万元注册资本系承诺人原通过曜瞿

如间接持有（占上海华璨持有盛跃网络注册资本的78.0488%）。2018年8月，承诺人以向曜瞿如受让盛跃网络8,000万

元注册资本及从曜瞿如中退伙的方式，将对该等标的资产权益的持有方式转换为直接持有。

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其余2,250万元注册资本系于2018年8月24日通过向曜瞿如受让取得（占本合伙企业持有

盛跃网络股权的21.9512%）。

承诺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保证并承诺如下：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8,00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

对价股份数量的78.0488%）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

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78.0488%）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2,25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

价股份数量的21.9512%）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

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

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21.9512%）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iv）曜瞿如之原有限合伙人：朴华锦岚

承诺人作为盛跃网络的股东，现持有盛跃网络5,5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5,000万元注册资本系承诺人原通过曜瞿

如间接持有（占朴华锦岚持有盛跃网络股权的90.9091%）。2018年8月，承诺人以向曜瞿如受让盛跃网络5,000万元注册

资本及从曜瞿如中退伙的方式，将对该等标的资产权益的持有方式转换为直接持有。

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其余500万元注册资本系于2018年8月24日通过向曜瞿如受让取得（占承诺人持有盛跃网

络股权的9.0909%）。

承诺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保证并承诺如下：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5,00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

对价股份数量的90.9091%）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

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曜瞿如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

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90.9091%）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

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

盛跃网络股东之日起计算）， 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 （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

9.0909%）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

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

量的9.0909%）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

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v）其他交易对方，林芝腾讯、华侨城资本、上虞砾颐、珠海鸿泰盈、珠海鸿瀚、上海嘉琴、宁波公佑、詹弘、宁波殊

一、领瑞鑫慧、上海钧成、子于投资、中投盛灿、嘉兴若荟、凤凰盛达、紫荆明曜、盛世互联、苏州君骏德同意并承诺：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 承诺人对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

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价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用于认购

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

之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上述28名交易对方同意并承诺： 若上述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

新监管意见的强制要求不符的，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过渡期损益安排

损益归属期间，若盛跃网络净资产增加（包括但不限于因经营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的，则增加部分归公司

所有；若盛跃网络净资产减少（包括但不限于因经营造成亏损导致净资产减少等情形，但不包括因《浙江世纪华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前利润分配造成的净资产减少的情形）的，则由交易对方按

照其对盛跃网络的持股比例分别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全额补足。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标的资产交割

在《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各方将尽

快协助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盛跃网络股权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

在盛跃网络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标的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公司出具登记证明文件之日，各方应签署《标的资

产交割确认书》，盛跃网络100%股权过户至公司之日为交割日。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I业绩承诺

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 ）承诺，标的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以下简称

“业绩承诺期”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净利润” ）不低于标

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收益法评估预测的对应年度净利润（以下简称“承诺扣非净利润” ），目前各方初步确定盛跃网络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分别为20亿元、25亿元、30亿元， 具体由各方待评估报告出具后另行协

商确定。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的每一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

计并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中确认的数字为准。

II业绩补偿

（i）在业绩承诺期内，若在业绩补偿期任一会计年度末，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小于

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则业绩承诺方应履行补偿义务。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公司的股

份进行补偿，若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当期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

（ii）业绩补偿期内，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或金额为负数或零，则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或现金不冲回。

（iii）若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息等事项，与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相对

应的新增股份或利益，随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甲方。补偿按以下公式计算：

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补偿股份数调整为：调整前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例）。

如公司实施分红派息，业绩承诺方取得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应返还给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

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

III减值测试补偿

（i）在业绩补偿期每个会计年度末，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或估值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 并在公告前一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后30日内出具减值测

试结果。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方于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项下累计已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方当

期于业绩补偿项下应补偿金额，则除当期业绩承诺补偿项下的补偿义务之外，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公司的股份进行补偿，若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

补偿。另需补偿的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减值测试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方于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项下累计已补

偿金额-业绩承诺方当期于业绩补偿项下应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减值测试应补偿的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ii）业绩承诺方同意，若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息等事项，与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份相对应的新增股份或利益，随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公司。补偿按以下公式计算：

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调整为：调整前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1+送股

或转增比例）。

如公司实施分红派息，业绩承诺方取得的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应返还给甲方，计算公式为：返

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

IV补偿实施

（i）每一业绩承诺方就上述补偿义务（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义务）按照其因本次交易获得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的比例各自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份额， 即每一业绩承诺方应承担的补偿比例=该方持有的盛跃网络的股权比

例/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的盛跃网络的股权比例。业绩承诺方之间并不对彼此应当承担的补偿义务负任何连带责任。

（ii）在任何情况下，业绩承诺方对公司进行补偿的总额，不应超过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业绩承诺方支付的对价总

额。

（iii）若业绩承诺方须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及专项减值测试结果后

60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股份回购并注销的方案，公司届时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后，以总价

1.00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并尽快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iv）若前述股份回购事宜因未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无法实施的，则业绩承诺方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个月内， 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其

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扣除业绩承诺方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v）若业绩承诺方须进一步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或专项减值测试

结果后10日内书面通知业绩承诺方， 业绩承诺方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金支付至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0,000万元，且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股本总数的20%。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上述发

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以该等股份的发行期首日为定价基准日， 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的90%，最终发行价格将通过询价的方式确定。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0,000万元。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数量将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及询价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 最终发行数量

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股本总数的20%。最终价格确定后，如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股本总数

的20%，则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数量为本次交易前公司股本总数的20%，即发行数量按照两者孰低的原则确

定。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则上述发行股份数量亦随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股份锁定期

公司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就该等股份

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滚存未分配利润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将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及中介费用后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决议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的决议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曜瞿如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体；上虞吉运盛、上虞吉仁为公司5%

以上股东、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王佶先生控制的主体；宁波盛杰的普通合伙人之一无锡酬信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5%

以上股东、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邵恒先生控制的主体，且邵恒先生为宁波盛杰的有限合伙人；上虞吉运盛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上虞吉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虞吉仁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绍兴上虞吉承财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公司董事赵骐，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苗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编制了《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苗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的议案》

公司拟与盛跃网络的股东曜瞿如、林芝腾讯、上虞吉运盛、宁波盛杰、道颖投资、华侨城资本、上虞熠诚、上虞吉仁、

上海华璨、国华人寿、上海馨村、上虞砾颐、珠海鸿泰盈、珠海鸿瀚、朴华锦岚、上海嘉琴、宁波公佑、宁波殊一、苏州领

瑞、歌斐资产一一创世华盛私募基金、上海均成、子于投资、中投盛灿、嘉兴若荟、凤凰盛达、紫荆明曜、盛世互联、苏州

君骏德、詹弘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对本次购买

资产的相关事宜进行约定，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苗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之补偿

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与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及减值

测试之补偿协议》，就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减值测试及补偿事宜进行约定，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苗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下转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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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释义

交易方案相关简称

世纪华通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

公司

指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世纪华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盛跃网络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行为

标的公司 指 盛跃网络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标的股

权

、

拟购买资产

指 盛跃网络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预案 指

《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本预案摘要

、

预案摘要 指

《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摘要

）》

预评估基准日 指

2018

年

4

月

30

日

华通控股 指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之控股股东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签署的

《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

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

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曜瞿如

、

上虞熠诚

、

上虞吉仁签署的

《

关于盛跃网络科技

（

上

海

）

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

》

补偿义务人 指 曜瞿如

、

上虞熠诚

、

上虞吉仁

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期

间

指

2018

年

、

2019

年和

2020

年

交易对方之机构名称

曜瞿如 指 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上虞吉运盛

，

吉运盛 指 绍兴上虞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宁波盛杰 指 宁波盛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林芝腾讯 指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

标的公司股东

国华人寿 指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标的公司股东

道颖投资 指 上海道颖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歌斐资产 指

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代表所管理的创世华盛私募基金持有标的公司

股权

珠海鸿瀚 指 珠海鸿瀚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上虞砾颐 指 绍兴上虞砾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上海馨村 指 上海馨村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上海华璨 指 上海华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朴华锦岚 指 德清朴华锦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上海嘉琴 指 上海嘉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上虞吉仁 指 绍兴上虞吉仁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上虞熠诚 指 绍兴上虞熠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领瑞鑫慧 指 苏州领瑞鑫慧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紫荆明曜 指 紫荆明曜

（

宁夏

）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凤凰盛达 指 银川凤凰盛达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盛世互联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世互联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钧成投资 指 上海钧成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宁波公佑 指 宁波公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殊一投资 指 宁波殊一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中投盛灿 指 共青城中投盛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华侨城资本 指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标的公司股东

苏州君骏德 指 苏州君骏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若荟投资 指 嘉兴若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标的公司股东

子于投资 指 子于股权投资基金

（

宿迁

）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珠海鸿泰盈 指 珠海鸿泰盈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标的公司股东

宁夏砾颐 指 宁夏砾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砾游 指 上海砾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虞通捷 指 绍兴市上虞通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盛跃网络全体股东

/

交易对方 指

曜瞿如

、

林芝腾讯

、

上虞吉运盛

、

宁波盛杰

、

道颖投资

、

华侨城资本

、

上虞

熠诚

、

上虞吉仁

、

上海华璨

、

国华人寿

、

上海馨村

、

上虞砾颐

、

珠海鸿泰盈

、

珠海鸿瀚

、

朴华锦岚

、

上海嘉琴

、

宁波公佑

、

殊一投资

、

领瑞鑫慧

、

歌斐资

产

、

钧成投资

、

子于投资

、

中投盛灿

、

若荟投资

、

凤凰盛达

、

紫荆明曜

、

盛世

互联

、

苏州君骏德

、

詹弘

相关公司

游吉科技 指 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

海胜通小贷 指 宁夏海胜通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华聪投资 指 上海华聪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菁尧投资 指 上海菁尧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永丰国际 指 永丰国际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华毓投资 指 上海华毓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趣点投资 指 绍兴上虞趣点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鼎通投资 指 绍兴市上虞鼎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其他词汇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

美国 指 美利坚合众国

开曼 指 开曼群岛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BVI

指

British Virgin Islands

，

英属维尔京群岛

LP

指

Limited Partner

，

有限合伙人

GP

指

General Partner

，

普通合伙人

元 指 人民币元

独立财务顾问

、

长江保荐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信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文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

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

，

前身是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

2013

年

3

月

14

日国务院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

广播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

，

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

，

随后更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

原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

，

主管全国新闻

出版事业与著作权管理工作

，

现已并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

国家版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

为一个机构

、

两块牌

子

。

中共中央 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宣部 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人民银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 指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

国际数据公司 指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

IDG

）

旗下子公司

，

是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

、

电信行业

和消费科技市场咨询

、

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商

中新游戏研究

、

CNG

指

中新游戏研究中心

，

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游戏工作委员会

《

中国游戏产

业报告

》

独家内容制作方

易观智库 指

易观国际推出的基于新媒体经济

（

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

、

电信等

）

发展研

究成果的商业信息服务平台

艾媒咨询 指

艾媒咨询

（

iiMedia Research

）

为全球领先的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挖掘与

整合营销机构

，

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

、

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和

电子商务等产业研究的权威机构

TalkingData

指

TalkingData

（

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

是中国最大

的独立第三方移动数据服务平台

Newzoo

指 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全球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

，

专注于游戏市场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2013

年修订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问答

》

指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题

与解答

》

《

准则第

26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一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苹果 指

Apple Inc.

（

苹果公司

），

美国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

致力于设计

、

开发和销售

消费电子

、

计算机软件

、

在线服务和个人计算机业务

二、专业释义

IP

指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缩写

，

意即知识产权

，

基于智力的创造性活动所

产生的权利

Apple App Store

指 苹果公司的在线应用商店

Facebook

指 美国著名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

腾讯应用宝 指

Android

手机应用平台

，

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推出的智能手

机的资源获取平台

Demo/Demo

版本 指 游戏研发中

，

用于演示游戏概念性设计的版本

虚拟道具 指

游戏中的非实物道具的全称

，

所有游戏中的道具都是虚拟的

，

只能存在游

戏中

，

没有实际物体存在

代理模式 指

公司与代理商签署协议

，

代理商负责代理游戏和用户推广

，

在对账后根

据分成比例向公司分成

，

游戏不在代理商的平台上进行运营

联营模式 指

公司与平台运营商签署协议

，

联营平台负责用户推广

，

一般使用联运平台

的用户管理体系及充值接口

，

对账后根据分成比率向公司分成

移动游戏

/

手游 指

安装运行在手机上的客户端游戏

，

其运营系统包括主流的

Symbian

、

Windows Mobile

、

Windows phone

、

iOS

、

Linux

（

含

Android

、

Maemo

、

MeeGo

和

WebOS

）、

Palm OS

和

BlackBerry OS

等等

，

包含单机游戏以及联网游戏

客户端游戏

/

端游 指 需要在电脑上安装游戏客户端软件才能运行的游戏

网页游戏

/

页游 指

基于网站开发技术

，

以标准

HTTP

协议为基础传输形式的无客户端或基于

浏览器内核的微客户端游戏

社交游戏 指

一种运行在

SNS

社区内

，

通过趣味性游戏方式增强人与人之间社交游戏交

流的互动网络游戏

模拟经营类游戏 指

是电子游戏类型的一种

，

由玩家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

对游戏中虚拟的现实

世界进行经营管理

RPG

指

Role Playing Game

，

即角色扮演类游戏

MMO

指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

大型多人在线

MMORPG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 Playing Game

，

即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

类游戏

IDC

指

Internet Data Center

，

即互联网数据中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部分合计数与其分项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因四舍五入在尾数

上略有差异，并非计算错误。如无特别说明，所有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预案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摘要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预案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预案摘要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预案摘要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摘要内容以及与本预案摘要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真

考虑本预案摘要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投资者若对本预案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第一节 交易对方声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

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就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所提供

信息和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情况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

1、承诺人已就其自身情况向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信息和文件，承诺人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上承诺人的

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中承诺人作为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2、承诺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3、承诺人将对其为本次交易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摘要中涉及标的公司的相关数据未经审计、评估，上市公司董事

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摘要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或估值结果、

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如涉及）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最终审计、评估结果可能与本预案摘要

相关数据存在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摘要“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摘

要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议案。 同日，上

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本次交易相关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预案概述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曜瞿如等29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盛跃网络100%股权。标的

资产交易价格预估为2,980,000万元，其中拟向宁波盛杰支付现金292,921.70万元，购买其持有的盛跃网络9.83%股权；

拟向除宁波盛杰之外的盛跃网络其余28名股东发行88,014.36万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盛跃网络90.17%股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预计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出让标的公

司股权比例

预计交易对价

（

万

元

）

预计现金方式

支付对价

（

万

元

）

预计股份方式支

付对价

（

万元

）

预计发行上市公

司股份

（

股

）

1

曜瞿如

15.87% 472,998.32

一一

472,998.32 154,929,028

2

林芝腾讯

11.83% 352,613.57

一一

352,613.57 115,497,402

3

宁波盛杰

9.83% 292,921.70 292,921.70

一一 一一

4

吉运盛

7.93% 236,257.00

一一

236,257.00 77,385,194

5

道颖投资

7.93% 236,257.00

一一

236,257.00 77,385,194

6

华侨城资本

6.81% 202,845.77

一一

202,845.77 66,441,457

7

上虞熠诚

5.00% 148,999.37

一一

148,999.37 48,804,249

8

上虞吉仁

5.00% 148,999.37

一一

148,999.37 48,804,249

9

上海华璨

4.06% 121,081.71

一一

121,081.71 39,659,912

10

国华人寿

3.96% 118,128.50

一一

118,128.50 38,692,597

11

上海馨村

3.21% 95,684.08

一一

95,684.08 31,341,003

12

上虞砾颐

2.61% 77,721.82

一一

77,721.82 25,457,523

13

珠海鸿泰盈

2.37% 70,547.52

一一

70,547.52 23,107,605

14

珠海鸿瀚

2.29% 68,253.47

一一

68,253.47 22,356,195

15

朴华锦岚

2.18% 64,970.67

一一

64,970.67 21,280,928

16

上海嘉琴

1.19% 35,438.55

一一

35,438.55 11,607,779

17

歌斐资产

-

创世

华盛私募基金

1.11% 33,052.83

一一

33,052.83 10,826,343

18

宁波公佑

1.09% 32,362.84

一一

32,362.84 10,600,340

19

詹弘

1.05% 31,422.18

一一

31,422.18 10,292,230

20

殊一投资

1.03% 30,816.18

一一

30,816.18 10,093,737

21

领瑞鑫慧

0.79% 23,625.70

一一

23,625.70 7,738,519

22

钧成投资

0.79% 23,625.70

一一

23,625.70 7,738,519

23

子于投资

0.50% 14,766.06

一一

14,766.06 4,836,574

24

中投盛灿

0.34% 10,153.74

一一

10,153.74 3,325,822

25

若荟投资

0.34% 10,101.64

一一

10,101.64 3,308,758

26

凤凰盛达

0.26% 7,678.35

一一

7,678.35 2,515,018

27

紫荆明曜

0.24% 7,257.22

一一

7,257.22 2,377,079

28

盛世互联

0.22% 6,497.07

一一

6,497.07 2,128,092

29

苏州君骏德

0.17% 4,922.06

一一

4,922.06 1,612,204

合计

100.00% 2,980,000.00 292,921.70 2,687,078.30 880,143,550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未持有盛跃网络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盛跃网络将成为上市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含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本

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1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扣减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

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后的100%。本次配套融资在扣除重组中介费用及相关

税费后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中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两次发行，分别定价。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

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未能足额募集，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

金或合法自筹的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二、标的资产预估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盛跃网络100%股权，预估基准日为2018年4月30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3,100,000万元。

2018年5月21日盛跃网络股东会作出分红决议，向全体股东分红12亿元。基于上述预估结果及标的公司分红情况，经交

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上市公司收购盛跃网络100%股权的交易价格预估作价为人民币2,980,000万元。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交易各方同意，盛跃网络100%股权

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将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对最终交易价格进行确认。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发行股份和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盛跃网络100%股权。根据标的资产预估作

价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上市公司拟向曜瞿如等盛跃网络28名股东发行88,014.36万股，向宁

波盛杰支付现金对价292,921.70万元。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拟由上市公司通过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本次交易中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情况

1、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上市公司本次选用

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市场参考价的计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为30.53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

述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价格为准。

2、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交易预估价格、股份发行价格，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88,014.36万股，占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7.62%。（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

发行股份数量的影响）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所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发行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3、股份锁定期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如下：

（1）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方：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

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同意并承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其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

延长6个月。

同时，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若因《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而导致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须向甲方

履行补偿义务且该等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涉及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延长至曜瞿

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在《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增加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2）其他交易对方

除曜瞿如、上虞熠诚、上虞吉仁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安排如下：

① 曜瞿如之原有限合伙人：国华人寿、道颖投资、上海馨村、歌斐资产一一创世华盛私募基金

鉴于：曜瞿如为专门投资于标的公司的合伙企业，本次交易对方中国华人寿、道颖投资、上海馨村、歌斐资产一一

创世华盛私募基金在取得标的公司股份前即作为曜瞿如的有限合伙人间接持有标的资产权益，并以向曜瞿如受让盛

跃网络股份且从曜瞿如中退伙的方式将持有标的资产权益方式由间接持有转换为直接持有，国华人寿、道颖投资、上

海馨村、歌斐资产一一创世华盛私募基金同意并承诺：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人对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

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

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日，

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② 曜瞿如之原有限合伙人：吉运盛、上海华璨、朴华锦岚

A、吉运盛

承诺人作为盛跃网络的股东，现持有盛跃网络20,0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7,500万元注册资本系承诺人原通过曜瞿

如间接持有（占吉运盛持有盛跃网络注册资本的37.5%）。2018年8月，承诺人向曜瞿如受让取得盛跃网络20,000万元

注册资本，并从曜瞿如中退伙。

承诺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保证并承诺如下：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7,50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日，即2018年2月28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

（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37.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

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人之日，即2018年2月28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

37.5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执行。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12,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

价股份数量的62.5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

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

（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62.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B、上海华璨

承诺人作为盛跃网络的股东，现持有盛跃网络10,25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8,000万元注册资本系承诺人原通过曜瞿

如间接持有（占上海华璨持有盛跃网络注册资本的78.0488%）。2018年8月，承诺人以向曜瞿如受让盛跃网络8,000万

元注册资本及从曜瞿如中退伙的方式，将对该等标的资产权益的持有方式转换为直接持有。

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其余2,250万元注册资本系于2018年8月24日通过向曜瞿如受让取得（占本合伙企业持有

盛跃网络股权的21.9512%）。

承诺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保证并承诺如下：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8,00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

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78.0488%）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

数量的78.0488%）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及要求执行。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2,25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

价股份数量的21.9512%）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

（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

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21.9512%）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C、朴华锦岚

承诺人作为盛跃网络的股东，现持有盛跃网络5,5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5,000万元注册资本系承诺人原通过曜瞿

如间接持有（占朴华锦岚持有盛跃网络股权的90.9091%）。2018年8月，承诺人以向曜瞿如受让盛跃网络5,000万元注

册资本及从曜瞿如中退伙的方式，将对该等标的资产权益的持有方式转换为直接持有。

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其余500万元注册资本系于2018年8月24日通过向曜瞿如受让取得（占承诺人持有盛跃网

络股权的9.0909%）。

承诺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保证并承诺如下：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5,000万元注册资本，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

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

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90.9091%）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合伙人之日，即2017年11月15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

股份数量的90.9091%）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

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

盛跃网络股东之日起计算）， 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 （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

9.0909%）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

对价股份数量的9.0909%）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③其他交易对方，林芝腾讯、华侨城资本、上虞砾颐、珠海鸿泰盈、珠海鸿瀚、上海嘉琴、宁波公佑、詹弘、殊一投资、

领瑞鑫慧、钧成投资、子于投资、中投盛灿、若荟投资、凤凰盛达、紫荆明曜、盛世互联、苏州君骏德同意并承诺：

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人对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

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价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

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

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上述28名交易对方同意并承诺： 若上述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

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为应对因资本市场整体波动以及本公司所处板块及行业A股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化等因素造成的世纪华通股票

价格下跌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拟引入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具体

如下：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世纪华通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可调价期间：

世纪华通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本次

交易前。

（4）调价触发条件：

① 中小板指数（399005）在可调价期间内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日应

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有至少十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世纪华通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

易日即2018年6月11日收盘点数（即6,996.98点）跌幅达到或超过10%；且世纪华通股票收盘价格在该交易日前的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日应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较

世纪华通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8年6月11日收盘价格（即32.50元/股）跌幅达到或超过10%；

② 中证文体指数（930616）在可调价期间内的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

日应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有至少十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世纪华通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

一交易日即2018年6月11日收盘点数（即1,927.10点）跌幅达到或超过10%；且世纪华通股票收盘价格在该交易日前的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为避免歧义，该二十个交易日应晚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

日较世纪华通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8年6月11日的收盘价格（即32.50元/股）跌幅达到或超过10%。

以上①、②条件中满足任意一项均构成调价触发条件。上述“任一交易日” 指可调价期间内的某一个交易日。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调价基准日期间，世纪华通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调价触发条件中的世纪华通股票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5）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调价触发条件首次满足之日（即首次满足调价触发条件的该任一交易日）为调价基准日。

（6）发行价格调整方式：

若本次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满足后，在满足调价触发条件时，世纪华通应当在可调价期间召开董事会审议决

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世纪华通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调整后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调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世纪华通股票交易均价的90%。同时，发行数量也进行相应调整。

若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交易前，世纪华通董事会决定不对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0,000万元，且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20%。 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重组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

后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1、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由上市公司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将由上市公司及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以询价方式确定， 为不超过10名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认购）等

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

3、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10,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

产交易价格扣减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后

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及询价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 最终发行

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0%。最终价格确定后，如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20%，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则为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20%，即发行数量按照两者孰低的原则

确定。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

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亦随之进行调整。

4、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锁定期

参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此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发行完成后，认购方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股份锁定约定。

（三）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宁波盛杰支付292,921.70万元现金对价，购买其持有的盛跃网络9.83%股权。

现金对价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由上市公司向宁波盛杰支付， 上市公司支付完毕现金对价的时间应不晚于本

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到账后第30个工作日；本次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所募集资金不足支付全部现金对价的，由甲方以

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现金对价或补足差额。

四、过渡期间损益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由各方共同确定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损

益归属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损益归属期间，若标的公司净资产增加（包括但不限于因经营实现盈利导致净资产增

加）的，则增加部分归上市公司所有；若标的公司净资产减少（包括但不限于因经营造成亏损导致净资产减少等情形，

但不包括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前利润分配造成的净资产减少的情形）的，则由盛跃网络全体

股东按照其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全额补足。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审计报

告为准。

五、业绩承诺、减值测试和补偿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曜瞿如、上虞吉仁、上虞熠诚签署的《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和减

值测试补偿方为曜瞿如、上虞吉仁、上虞熠诚，初步确定业绩补偿期为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曜瞿如、上虞吉

仁、上虞熠诚承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盛跃网络在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实现的经审计合并报表范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届时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关

于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中收益法评估预测的对应年度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

净利润” ）。 目前各方初步确定盛跃网络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分别为20亿元、25亿元、30亿

元，具体由各方待《评估报告》出具后另行协商确定；并于补偿期内每个会计年度末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算

减值测试补偿金额。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

若在业绩补偿期任一会计年度末，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能达到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

则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当期补偿义务人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扣非净利润）÷业

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

业绩补偿期内，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或金额如依据《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第5.1条列示的计算公式

计算出来的结果为负数或零，则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或现金不冲回。

补偿义务人同意，若上市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息等事项，与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相对应的新增股份或利益，随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补偿按以下公式计算：

如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补偿股份数调整为：调整前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例）。

如上市公司实施分红派息，补偿义务人取得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应返还给上市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

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

（二）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补偿期每个会计年度末，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或估值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 并在公告前一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后30日内出具减值测

试结果。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于《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项下累计已补偿金额+当期按照《业绩

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确定的当期业绩补偿金额，则除业绩补偿义务之外，则补偿义务人还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减值测试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本次交易中减值测试标的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减去期末减值测试资产的估值总

额（扣除补偿期间内减值测试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减值测试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于本协议项下累计已补偿金额-当期按照《业绩

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确定的当期业绩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当期减值测试应补偿的金额÷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同意，若上市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息等事项，与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相对应的新增股份或利益，随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补偿按以下公式计算：

如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调整为：调整前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1+

送股或转增比例）。

如上市公司实施分红派息， 补偿义务人取得的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应返还给上市公司， 计算公式

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

（三）补偿的实施

各方同意，若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之约定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

应在专业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及专项减值测试结果后60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股份回购并注销的方

案，上市公司届时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后，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并尽快

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若前述股份回购事宜因未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2

个月内， 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

股东，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享有获赠

股份。

各方同意，若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之约定须进一步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上

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或专项减值测试结果后10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应在收

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金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每一补偿义务人的补偿义务（为避免歧义，前述补偿义务包括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及减值测试补偿义务）按照其因

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比例各自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份额， 即每一补偿义务人应承担的补偿比

例=该方持有的盛跃网络的股权比例/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盛跃网络的股权比例。补偿义务人就其补偿义务不承担

连带责任，即三位补偿义务人之间并不对彼此应当承担的补偿义务负任何连带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总额，不应超过本

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补偿义务人支付的对价总额。

各方同意，鉴于截至《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签署日，本次交易盛跃网络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各

方未来可基于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正式《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另行签署《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对协议相关条款进行完善

和调整。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中，曜瞿如之普通合伙人华通控股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曜瞿如实际控制人王苗通系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因此曜瞿如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方中吉运盛、上虞吉仁为王佶控制的合伙企业，王佶目前持有上市公司10.91%的股份，并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首席执行官（CEO）。吉运盛之普通合伙人上海吉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执行董事、总经理为赵骐；上虞吉仁

之普通合伙人绍兴上虞吉承财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之执行董事、总经理为赵骐。赵骐为上市公司董事。因此交易对方

吉运盛、上虞吉仁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方中宁波盛杰的普通合伙人之一为邵恒持有100%股权的无锡酬信投资有限公司，邵恒同时为宁波盛

杰的有限合伙人。邵恒目前持有上市公司13.05%的股份，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因此交易对方宁波盛杰与本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年9月11日，上市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董事王

苗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世纪华通、盛跃网络2017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及标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相关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和拟成交金额孰

高

净资产金额和拟成交金额

孰高

营业收入

盛跃网络

2,980,000.00 2,980,000.00 419,441.14

世纪华通

641,377.00 504,956.24 349,082.16

金额占比

464.63% 590.15% 120.16%

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盛跃网络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计算依据确定为本次盛跃网络100%股权

的交易金额。

由上表可知，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八、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华通控股持有上市公司273,000,0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8.71%，为上市公司之控股股东；鼎通投资

持有上市公司59,347,181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4.07%； 王苗通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2,315,202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53%；王娟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532,799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0.17%。王苗通、王娟珍为夫妻关系，华通控股为王苗

通、王娟珍分别持有90%股权、10%股权的公司，鼎通投资为华通控股、王苗通持有100%股权的公司。

因此本次交易前王苗通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357,195,1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4.48%，为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按照预估交易价格且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影响，依据本次预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测算，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华通控股，持有上市公司11.67%的股份，华通控股、鼎通投资、王苗通及其配偶王娟珍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15.27%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中由华通控股控制的曜瞿如将持有上市公司6.62%的股份。因此本次

交易完成后王苗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1.89%的股份， 王苗通及其一致行动人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九、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网络游戏开发和运营业务以及各类汽车零部件及相关模具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加快从传统汽车零部件行业向网络游戏行业转型进程，明确公司向高速增长的网络

游戏业务持续发力的战略布局，并较大程度提升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前景和市场竞争实力。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盛跃网络拥有原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公司SHANDA� GAMES� LIMITED（盛大游戏

有限公司）的网络游戏业务、主要经营性资产和核心经营团队，标的公司下属主要经营实体长期从事网络游戏产品的

研发、发行和运营业务，业务范围涵盖了网络游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拥有《热血传奇》系列、《传奇世界》系列、《龙

之谷》系列、《冒险岛》、《永恒之塔》等优质核心游戏产品和覆盖端游、页游、手游的完整业务体系。本次交易完成后，

标的公司业务将与上市公司现有游戏业务板块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上市公司的游戏研发、IP运营、渠道

拓展、品牌推广等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游戏产业布局、扩大游戏业务市场占有

率、丰富游戏产品类型，上市公司在国内乃至全球游戏行业的市场地位、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品牌效应将通过本次交

易得到全面升级。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盛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道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绍兴上虞吉仁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上虞熠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华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馨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绍兴上虞砾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鸿泰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珠海鸿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德清朴华锦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嘉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创世华盛私募基金） 宁波公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詹弘 宁波殊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领瑞鑫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钧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子于股权投资基金（宿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中投盛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若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川凤凰盛达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世互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紫荆明曜（宁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君骏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独立财务顾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8号28层）

二零一八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