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354� � � �股票简称：天神娱乐 编号：2021一041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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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23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7人，董事石波涛先生因身体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沈中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补偿方式， 公司将积极

督促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本次业绩补偿全部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减少41,

564,805股，鉴于业绩补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具体补偿股份数量以实际情况为准。 同时，公司

需要履行减资手续，并进行相应的《公司章程》修订及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吴伊赛先生因个人原因已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公司

董事会提名殷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7日

附件：简历

殷哲，1974年11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曾任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私人金融总部副总经理。 现任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芜湖歌斐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殷哲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殷哲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在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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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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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23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监事推选的监事韩雪女士主持，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监事韩雪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自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补偿方式， 公司将积极

督促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本次业绩补偿全部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减少41,

564,805股，鉴于业绩补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具体补偿股份数量以实际情况为准。 同时，公司

需要履行减资手续，并进行相应的《公司章程》修订及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公告》。

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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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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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

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080号《关于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

王玉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10名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幻想悦游” ）股东、11名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润传媒” ）

股东合计发行29,569,70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1,936,37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7年2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幻想悦游93.5417%股权、合润传媒96.36%股权已过户至

公司名下，幻想悦游、合润传媒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

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29,569,706股的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4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一）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幻想悦游原股东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德清时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

更名为：宁波时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时义” ）、德清初动信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宁波初动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初动” ）（以

下统称“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 ）共同承诺：幻想悦游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5,000万元、32,500万元、40,625万元，三年累计不少于98,125万元。

2、业绩补偿

如果幻想悦游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实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未达到98,125万元，则幻想悦游业

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补偿。 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341,651.71万元－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额（如有）

×发行价格）。

上述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如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则其应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取得、但尚

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额度/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公司将以总价

人民币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业绩承诺方所持有的应补偿的公司股份数量（含该应补偿股份之上基于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或利益），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每年的应补偿金额在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之间按照各自转让的幻想悦游出资额占幻想悦游业绩

承诺方合计转让的幻想悦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担。 具体补偿比例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在幻想悦游原持股比例 业绩补偿比例

1 王玉辉 50.5158% 62.460%

2 丁杰 9.1667% 11.334%

3 宁波时义 8.3333% 10.303%

4 宁波初动 4.1667% 5.152%

5 陈嘉 3.2025% 3.960%

6 林莹 2.2875% 2.829%

7 徐沃坎 1.8300% 2.263%

8 张飞雄 1.3725% 1.698%

合计 80.8750% 100.000%

（二）合润传媒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合润传媒原股东王倩、王一飞、北京智合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合联” ）、罗平、陈纪

宁、牛林生（以下统称“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 ）承诺：合润传媒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5,500万元、6,875万元和8,594万元，2016-2018年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

累加不少于20,969万元。

2、业绩补偿

如合润传媒在承诺期限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则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补偿。 当期

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三年

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74,200万元一已支付补偿。

上述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如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 则其应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

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的发

行价格

（2）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

（3）就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

获得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4）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每年的应补偿金额在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之间按照各自转让的合润传媒出资额占合润传媒业绩

承诺方合计转让的合润传媒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担。 具体补偿比例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在合润传媒原持股比例 业绩补偿比例

1 王倩 31.6998% 65.6663%

2 王一飞 12.0410% 24.9430%

3 智合联 3.5000% 7.2503%

4 罗平 0.4473% 0.9266%

5 陈纪宁 0.3300% 0.6836%

6 牛林生 0.2560% 0.5303%

合计 48.2741% 100.0000%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一）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购买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和《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幻想悦游未完成2018年度承诺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利润总和。 具体情况

如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承诺利润（元） 250,000,000.00 325,000,000.00 406,250,000.00 981,250,000.00

实际完成利润（元） 256,510,216.94 331,631,488.17 140,970,740.32 729,112,445.43

完成比例 102.60% 102.04% 34.70% 74.30%

2、补偿的具体方式

（1）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877,892,743.27元。

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981,250,000.00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729,112,445.43元）÷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981,250,000.00元×3,416,517,050.80元－已补偿0

元=877,892,743.27元。

（2）业绩补偿方式

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承诺：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

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股份及应返还的现金情况如下：

1）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34,802,487

股。

即： 当年应补偿金额877,892,743.27元/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70.63元=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2,429,

460股。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12,429,460股×（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1.8）=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34,802,

487股。

2）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返还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5,

820,218.83元。

即：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0.1672元（考虑了公司2017年及2018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34,802,487股=返还金额5,820,218.83元。

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21,656,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4.122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公司于2018年7月2

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936,84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元人民币

现金。

3）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的情况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玉辉 62.460% 21,738,182 3,635,400.44

丁杰 11.334% 3,944,655 659,687.17

宁波时义 10.303% 3,586,022 599,711.03

宁波初动 5.152% 1,793,033 299,859.11

陈嘉 3.960% 1,378,114 230,469.87

林莹 2.829% 984,367 164,621.34

徐沃坎 2.263% 787,494 131,697.07

张飞雄 1.698% 590,620 98,772.80

合计 100.0000% 34,802,487 5,820,218.83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

公司在完成司法重整前，尚未完全支付对幻想悦游、合润传媒原股东收购股权的对价款，2020年该

部分债务参与了公司司法重整。 2020年12月9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

定书》，裁定《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法院裁

定批准《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如下：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因合润传媒未完成业绩承诺，

王倩、王一飞、罗平、陈纪宁、牛林生、智合联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因幻想悦游

未完成业绩承诺，宁波时义、宁波初动、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

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在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前述业绩承诺方作为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中，根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应补偿的股票数量应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

账户，抵债股票数量超过应补偿股票数量的部分应直接划转至相关业绩承诺方指定的证券账户。 本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将提存的股票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后续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前述业绩承诺方取得的抵债股票数量如小于应补偿股

票数量的，相关业绩承诺方应附加目前所持有的股票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

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用于完成本次业绩补偿的股份情况

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数（股） 管理人提存股份（股） 提存股份缺口（股）

王玉辉 23,036,666 5,630,887 17,405,779

丁杰 4,180,280 4,180,281 -

宁波时义 3,800,226 3,800,226 -

宁波初动 1,900,136 1,900,136 -

陈嘉 1,460,433 1,460,433 -

林莹 1,043,166 1,043,166 -

徐沃坎 834,533 834,533 -

张飞雄 625,900 625,900 -

合计 36,881,340 19,475,562 17,405,779

（3）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就业绩补偿逾期履行的利息情况

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因业绩承诺方未能按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

为此补偿公司股份2,078,853股，补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347,658.41元。

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逾期履行利息的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逾期利息对应的补偿股份数量

（股）

逾期利息对应的现金股利返还金额

（元）

王玉辉 62.460% 1,298,484 217,152.93

丁杰 11.334% 235,626 39,405.01

宁波时义 10.303% 214,203 35,822.47

宁波初动 5.152% 107,103 17,911.45

陈嘉 3.960% 82,319 13,766.63

林莹 2.829% 58,799 9,833.31

徐沃坎 2.263% 47,039 7,866.64

张飞雄 1.698% 35,279 5,899.98

合计 100.0000% 2,078,853 347,658.41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4）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根据《重整计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利息情况，本次

业绩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玉辉 62.460% 23,036,666 3,852,553.36

丁杰 11.334% 4,180,280 699,092.18

宁波时义 10.303% 3,800,226 635,533.50

宁波初动 5.152% 1,900,136 317,770.56

陈嘉 3.960% 1,460,433 244,236.50

林莹 2.829% 1,043,166 174,454.64

徐沃坎 2.263% 834,533 139,563.71

张飞雄 1.698% 625,900 104,672.79

合计 100.0000% 36,881,340 6,167,877.24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中涉及的补偿股份， 由公司重整管理人从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

得的抵债股票中直接扣除，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并注销。 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

债股票不足以覆盖补偿股份的部分，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现金股利返还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关于本次幻想悦游业绩补偿的业绩承诺方除王玉辉之外， 其他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

的抵债股票被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的部分，均可以覆盖其应补偿的股份。 业绩承诺方王玉辉持有公

司股份存在被质押、冻结及轮候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且其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被提存至

管理人证券账户的5,630,887股，因借贷纠纷，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管理人发送协助执

行通知书，要求将此部分股票划转给其债权人，用于清偿债务。 业绩承诺方王玉辉后续业绩补偿执行

情况尚具有不确定性，以最终执行情况为准。

（二）合润传媒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购买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和《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合润传媒未完成2016年度、2018年度承诺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利润总和。

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承诺利润（元） 55,000,000.00 68,750,000.00 85,940,000.00 209,690,000.00

实际完成利润（元） 53,060,650.20 69,843,950.42 55,315,441.36 178,220,041.98

完成比例 96.47% 101.59% 64.37% 84.99%

2、补偿的具体方式

（1）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111,358,237.64元。

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209,690,000.00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178,220,041.98元）÷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209,690,000.00元和×742,000,000元一已支付补偿0

元=当期应补偿金额111,358,237.64元。

（2）业绩补偿方式

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承诺：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

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股份及应返还的现金情况如下：

1）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4,414,598

股。

即： 当年应补偿金额111,358,237.64元/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70.63元=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576,

642股。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1,576,642股×（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1.8）=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4,414,598

股。

2）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返还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

738,278.47元。

即：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0.1672元（考虑了公司2017年及2018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4,414,598股=返还金额738,278.47元。

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21,656,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4.122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公司于2018年7月2

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936,84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元人民币

现金。

3）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的情况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倩 65.6663% 2,898,902 484,799.92

王一飞 24.9430% 1,101,132 184,148.66

智合联 7.2503% 320,070 53,527.14

罗平 0.9266% 40,905 6,840.77

陈纪宁 0.6836% 30,178 5,046.84

牛林生 0.5303% 23,411 3,915.13

合计 100.0000% 4,414,598 738,278.47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

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详见本议案“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之“（一）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

排” 之“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之“（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

所述。

（2）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用于完成本次业绩补偿的股份情况

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数（股） 管理人提存股份（股） 提存股份缺口（股）

王倩 3,075,457 3,075,457 0

王一飞 1,168,196 777,090 391,106

智合联 339,564 0 339,564

罗平 43,396 43,396 0

陈纪宁 32,016 32,016 0

牛林生 24,837 24,837 0

合计 4,683,465 3,952,796 730,669

（3）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就业绩补偿逾期履行的利息情况

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因业绩承诺方未能按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

为此补偿公司股份268,868股，补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44,964.19元。

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逾期履行利息的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逾期利息对应的补偿股份数量

（股）

逾期利息对应的现金股利返还金额

（元）

王倩 65.6663% 176,555 29,526.31

王一飞 24.9430% 67,064 11,215.41

智合联 7.2503% 19,494 3,260.02

罗平 0.9266% 2,491 416.63

陈纪宁 0.6836% 1,838 307.37

牛林生 0.5303% 1,426 238.45

合计 100.0000% 268,868 44,964.19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4）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根据《重整计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利息情况，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具体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倩 65.6663% 3,075,457 514,326.23

王一飞 24.9430% 1,168,196 195,364.08

智合联 7.2503% 339,564 56,787.17

罗平 0.9266% 43,396 7,257.40

陈纪宁 0.6836% 32,016 5,354.22

牛林生 0.5303% 24,837 4,153.58

合计 100.0000% 4,683,465 783,242.66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中涉及的补偿股份， 由公司重整管理人从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

得的抵债股票中直接扣除，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并注销。 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

债股票不足以覆盖补偿股份的部分，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现金股利返还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四、后续安排

公司将积极督促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本次业绩补偿全部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的

总股本将减少41,564,805股，鉴于业绩补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具体补偿股份数量以实际情况

为准。 同时，公司需要履行减资手续，并进行相应的《公司章程》修订及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7日

股票代码：002354� � � �股票简称：天神娱乐 编号：2021一04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

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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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吴伊赛先生的书面

辞职申请，公司董事吴伊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吴伊赛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

司于2021年7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殷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吴伊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吴伊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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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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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如下安排：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8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8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8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1年8月16日9:15一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8月10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T4座16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2、《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相关要求，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

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

2.00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登记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出席代表身份证；

（二）个人股东登记须持有本人身份证；

（三）受个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登记时须持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四）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异地股东信函登记以

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2021年8月12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4:00至16:00。

（六）登记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T4座16层公司证券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笛

联系电话：010-87926860

电子邮箱：ir@tianshenyule.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T4座16层

邮编：100123

（二）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2354

（二）投票简称：天神投票

（三）议案设置及投票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

2.00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

的选举票数。 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

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

为无效投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

2021年8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投票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16日9:15一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现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21年8月16日召开的大连天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

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

2.00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的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业绩补偿涉及

回购注销补偿股份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天神娱乐/公司 指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及/或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及/或其律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幻想悦游 指 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润传媒 指 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天神娱乐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幻想悦游93.5417%股权和合润

传媒96.36%股权，同时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幻想悦游收购协议》 指

天神娱乐于2016年6月1日与幻想悦游十四名股东签订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2016年6月14日与幻想悦游十四名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合润传媒收购协议》 指

2016年6月1日， 天神娱乐与合润传媒十三位股东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及华策影视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重整计划》 指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本次回购注销 指

天神娱乐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幻想悦游93.5417%股权和合润

传媒96.36%股权， 因业绩承诺方未完成业绩承诺而需要回购注销业绩承诺方已经获

得的部分天神娱乐股票事宜

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 指 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德清时义、德清初动

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 指 王倩、王一飞、罗平、陈纪宁、牛林生、智合联

业绩承诺方 指 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和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

宁波时义 指

宁波时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德清时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宁波初动 指

宁波初动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曾用名： 德清初动信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智合联 指 北京智合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前 言

致：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天神娱乐的委托，指派孙小雲、高文晓律师就天神娱乐按照本次交易中关于业绩承诺及

补偿的相关约定，回购注销业绩承诺方所持天神娱乐部分股票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秉持勤

勉尽责原则，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进行了

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有关证言已经进行了审

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作出判断；

3.公司保证已提供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

漏和隐瞒；

4.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回购注销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

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5.本法律意见书仅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评论。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如涉及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内容时，均为本所严

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等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回购注销之目的使用，不得用做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公司部

分或全部在申请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但因引用而导致

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应经本所对有关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正 文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1.本次交易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1）2016�年 6�月 1�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天

神娱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天神娱

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6.36%股份、 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93.5417%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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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审计报告、评估

报告的议案》《关于〈大连天神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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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书（草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天

神娱乐与合润传媒交易对方、幻想悦游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天神娱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相关防范措施以及相关承诺的议案》。同日，天神娱乐全体独立董事就天

神娱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对本次交易进行了认

可。

（2） 2016� 年 6� 月 21� 日，天神娱乐召开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天神

娱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96.36%股份、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93.5417%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16� 年 6� 月 22� 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天神娱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6.36%股份、 北京幻想悦游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3.5417%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

调整的议案》《关于〈大连天神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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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同日，天神娱乐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2016� 年 9� 月 29� 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放弃根据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股份发行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重组募

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的议

案》。同日，天神娱乐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调整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

制及发行价格。

（5） 2016�年 10�月 10�日，天神娱乐召开 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

价格的议案》。

（6） 2016�年 10�月 12�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对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

组审查的议案》。

（7） 2016�年 10�月 14�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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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

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大连天神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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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幻想悦游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天神娱乐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2016�年

10�月 17�日，天神娱乐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调整本次交易方案。

（8） 2016�年 10�月 20�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中国证监会撤回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查申请的议案》。

2.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6�年 12�月 13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王玉辉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80号），核准天神娱乐向王玉辉发行 12,486,

875�股股份、向陈嘉发行 1,142,616�股股份、向林莹发行 816,155�股股份、向徐沃坎发行 652,924� 股股

份、向张飞雄发行489,693�股股份、向德清时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042,019�股股份、向彭

小澎发行 1,223,276�股股份、向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424,757� 股股份、向丁杰发行

2,803,352�股股份、向德清初动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061,880� 股股份、向王倩发行 1,

528,027� 股股份、向王一飞发行541,150� 股股份、向陶瑞娣发行 484,306� 股股份、向刘涛发行 203,675�

股股份、向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2,180,376� 股股份、向深圳市同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89,909�股股份、 向北京智合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157,298�股股份、 向丁宝权发行 94,979� 股股

份、向罗平发行 20,104� 股股份、向陈纪宁发行 14,830股股份、向牛林生发行 11,505� 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核准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936,37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该

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根据《幻想悦游收购协议》，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情况

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共同承诺：幻想悦游2016至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25,000万元、32,500万元、40,625万元，累计不少于98,125万元。

（2）业绩补偿

如果幻想悦游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实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未达到98,125万元，则幻想悦游业

绩承诺方应向天神娱乐支付补偿。 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341,651.71万元－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额（如有）

×发行价格）。

上述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如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则其应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取得、但尚

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额度/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公司将以总价

人民币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业绩承诺方所持有的应补偿的公司股份数量（含该应补偿股份之上基于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或利益），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每年的应补偿金额在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之间按照各自转让的幻想悦游出资额占幻想悦游业绩

承诺方合计转让的幻想悦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担。 具体补偿比例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在幻想悦游原持股比例 业绩补偿比例

1 王玉辉 50.5158% 62.460%

2 丁杰 9.1667% 11.334%

3 宁波时义 8.3333% 10.303%

4 宁波初动 4.1667% 5.152%

5 陈嘉 3.2025% 3.960%

6 林莹 2.2875% 2.829%

7 徐沃坎 1.8300% 2.263%

8 张飞雄 1.3725% 1.698%

合计 80.8750% 100.000%

2.合润传媒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根据《合润传媒收购协议》的约定，合润传媒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情况

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承诺：合润传媒2016年至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5,500万元、6,875万元和8,594万元，2016-2018年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累加不少于20,969万元，即

每年增长率不低于25%。

（2）业绩补偿

如合润传媒在承诺期限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则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应向天神娱乐支付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数）÷

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74,200万元一已支付补偿。

上述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如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 则其应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

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①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的发行

价格

②天神娱乐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

③天神娱乐就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

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每年的应补偿金额在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之间按照各自转让的合润传媒出资额占合润传媒业绩

承诺方合计转让的合润传媒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担。 具体补偿比例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在合润传媒原持股比例 业绩补偿比例

1 王倩 31.6998% 65.6663%

2 王一飞 12.0410% 24.9430%

3 智合联 3.5000% 7.2503%

4 罗平 0.4473% 0.9266%

5 陈纪宁 0.3300% 0.6836%

6 牛林生 0.2560% 0.5303%

合计 48.2741% 100.0000%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审核及批准程序

2021年7月26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

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

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的审议及表决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的方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2021年7月26日，天神娱乐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监事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议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尚需经天神娱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

（一）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购买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和《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

核报告》，幻想悦游未完成2018年度承诺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利润总和。 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承诺利润（元） 250,000,000.00 325,000,000.00 406,250,000.00 981,250,000.00

实际完成利润（元） 256,510,216.94 331,631,488.17 140,970,740.32 729,112,445.43

完成比例 102.60% 102.04% 34.70% 74.30%

2.补偿的具体方式

（1）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幻想悦游收购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877,892,743.27元。

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981,250,000.00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729,112,445.43元）÷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981,250,000.00元×3,416,517,050.80元－已补偿0

元=877,892,743.27元。

（2）业绩补偿方式

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承诺：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

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股份及应返还的现金情况如下：

1）根据《幻想悦游收购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进行补偿股份34,802,487股。

即： 当年应补偿金额877,892,743.27元/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70.63元=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2,429,

460股。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12,429,460股×（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1.8）=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34,802,

487股。

2）根据《幻想悦游收购协议》业绩承诺方应返还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5,820,218.83元。

即：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0.1672元（考虑了公司2017年及2018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34,802,487股=返还金额5,820,218.83元。

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21,656,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4.122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公司于2018年7月2

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936,84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元人民币

现金。

3）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的情况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玉辉 62.460% 21,738,182 3,635,400.44

丁杰 11.334% 3,944,655 659,687.17

宁波时义 10.303% 3,586,022 599,711.03

宁波初动 5.152% 1,793,033 299,859.11

陈嘉 3.960% 1,378,114 230,469.87

林莹 2.829% 984,367 164,621.34

徐沃坎 2.263% 787,494 131,697.07

张飞雄 1.698% 590,620 98,772.80

合计 100.0000% 34,802,487 5,820,218.83

（下转B5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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