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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18-026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墨鹍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极光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三七互娱”)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收购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七”)，该次收购完成

后公司持有上海三七 60%的股权；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收购上海三七 40%的股权，该次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三七 100%的股权；公司于 2017 年 5月 31 日完成对上海墨鹍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墨鹍”）68.43%股权、江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智铭”）49.00%股权收购；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完成对江苏极光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光网络”）20%股权的收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

将上述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1、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卫伟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88 号)核准，核准公司向李

卫伟发行 74,751,491 股股份、向曾开天发行 68,389,66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713,71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4 年 12月 12 日，上述上海三七 60%的股份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在

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妥将上海三七 6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记手

续。此次出资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4]000531 号)。本次向李卫伟、曾开天 2 位股东发行用

于购买资产的 143,141,153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登记结算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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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李卫伟 74,751,491 

曾开天 68,389,662 

合 计 143,141,153 

本次向特定对象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吴斌、叶志华、杨大可发行用于募集配套 

资金的 47,713,715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手续。 

   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吴绪顺 8,159,045 

吴卫红 8,159,045 

吴卫东 8,159,045 

吴斌 13,037,773 

叶志华 7,139,165 

杨大可 3,059,642 

合计 47,713,715 

此次出资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出

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4]000543 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41 号）核准，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5,289,30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上海三七 40%的股权的配套资金。 

2015 年 12月 24 日，上述上海三七 40%的股份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且上海

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海三七的股东变更，上海三七的股东由三七互娱公司、

李卫伟和曾开天变更为三七互娱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上海三七 100%股权，上海三七成为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5,560,802.0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643,447.00  

宁波信达风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33,766.00  

上海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528,925.00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  11,806,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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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奥娱叁特文化有限公司  11,806,375.00  

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03,187.00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903,187.00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5,903,187.00  

合计  165,289,251.00 

此次出资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出

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5]3-180 号)。 

2、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2017 年 4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杨东迈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79 号），

核准三七互娱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樟树市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网众投资”）、杨东迈和谌维购买其分别持有的上海墨鹍 39.10%、18.33%及 11.00%

的股权；三七互娱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胡宇航购买其持有的江苏智铭 49.00％

的股权。 

根据中企华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021 号评估报告和中企华评报字(2016)

和第 3666 号评估报告，各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增值情况和交易价格如下： 

资产 
账面净资产（万

元） 

全部股东权益评

估值（万元） 
增值率 交易价格（万元） 

上 海 墨 鹍

68.43%股权 
11,969.15 139,315.55 1,063.96% 95,275.00 

江 苏 智 铭

49.00%股权 
2,141.58 52,166.79 2,335.90% 25,480.00 

鉴于公司 2016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已实施完毕，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17.37 元/股调整为 17.27 元/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由

原 45,187,535 股调整为 45,449,187 股，具体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总对价金额（元） 

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金额（元） 
占总对价比

例 
股份对价金额（元） 

股份支付数量

（股） 

占总对价

比例 

1 杨东迈 255,200,892.86 - - 255,200,892.86 14,777,121 21.13% 

2 谌维 153,120,535.71 - - 153,120,535.71 8,866,273 12.68% 

3 网众投资 544,428,571.43 333,462,500.00 27.61% 210,966,071.43 12,215,753 17.47% 

4 胡宇航 254,800,000.00 89,180,000.00 7.39% 165,620,000.00 9,590,040 13.72% 

合计 1,207,550,000.00 422,642,500.00 35.00% 784,907,500.00 45,449,187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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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墨鹍和江苏智铭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上海墨鹍已于 2017 年 5月 19 日领取了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管局签发

的营业执照，上海墨鹍 68.43%股权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变

更登记至三七互娱名下；江苏智铭已于 2017 年 5月 9 日领取了江苏淮安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发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江苏智铭 49.00%股权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并变更登记至三七互娱名下。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上海墨鹍 68.43%和江苏智铭

49.00%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2017 年 6 月 23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7〕3-61 号《验资报告》，

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7 年 5 月 31日止，贵公司已向杨东迈、谌维和樟树市网众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发行 35,859,147 股 A 股用于购买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8.43%股权,上海墨鹍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8.43%的股权已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过户到贵公

司名下，贵公司向胡宇航发行 9,590,040 股 A 股用于购买江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9%

的股权，江苏智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已于 2017 年 5 月 9 日过户到贵公司名下，

贵公司相应增加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45,449,18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739,458,272.49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130,243,975.00 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

2,130,243,975.00 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三七互娱已于 2017 年 7月 11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7 月 17日上市。 

3、江苏极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2 月 7 日与胡宇航签署《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

苏极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东胡宇航之资产购买协议暨利润补偿协议》。据协议，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现金 14亿元人民币收购胡宇航持有的江苏极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极光网络将成为三七互娱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已经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极光网络资产交割也于 2018 年 2

月完成。 

二、业绩承诺情况 

1、三七互娱收购上海三七 60%股权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李卫伟、曾开天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上海三七 201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22,000 万元。

如标的股权交割于 2013年度内完成，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 2014 年度、2015 年度上海三七

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0 万元、36,000 万元；如标的股权交割于 2014 年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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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上海三七逐年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30,000 万元、36,000 万元、43,200 万元。 

上述净利润是指上海三七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

减免除外）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如上海三七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

则李卫伟、曾开天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

内，向三七互娱公司支付补偿。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基

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

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中李卫伟、曾开天

分别所占比例，按照李卫伟、曾开天在本次交易中各自取得的对价占比进行分配（即李卫

伟占 46.67%，曾开天占 53.33%）。 

2、三七互娱收购上海三七 40%股权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李卫伟、曾开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李卫伟、曾开天承诺：上海三七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

50,000.00 万元、60,000.00 万元、72,000.00 万元。前述净利润是指上海三七合并报表中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如上海三七未实现前述承诺的业绩，则由李卫伟、曾开天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且李卫伟、

曾开天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三七

互娱公司支付补偿。当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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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3、三七互娱收购上海墨鹍 68.43%股权的业绩承诺情况 

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保证，上海墨鹍 2016年度、2017年度及 2018年度合并报表

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300.00 万元、

12,875.00 万元及 16,800.00 万元。 

补偿方案如下： 

（1）业绩补偿 

如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上海墨鹍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净利润预测数的，则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应在当年度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当年的

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即 95,275.00 万元）-已补偿金额。其中累计净

利润预测数指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承诺的上海墨鹍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累计净利润预测数，即 39,975.00 万元。 

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按照其对上海墨鹍的持股比例各自分别承担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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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当年度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

得的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重组中的发行股份价格 

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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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或送股比例） 

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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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2）减值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目标资产出具《资产整体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如：目标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

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则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因目标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期间内

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补偿时，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内部按各自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占本次交易总对价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

向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实际支付的目标资产的交易总对价。杨东迈、谌维、网众投资

内部就其应承担的补偿事宜互负连带责任。 

4、三七互娱收购江苏智铭 49%股权的业绩承诺情况 

胡宇航保证，江苏智铭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00 万元、5,000.00 万元、

6,250.00 万元。 

补偿方案如下： 

（1）业绩补偿 

如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江苏智铭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则胡宇航应在按协议的约定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当期的补偿金额按

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交易的总对价（25,480.00 万元）-已补偿金额。其中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指胡宇航承诺的江苏智铭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即 15,250.00 万元。 

如胡宇航当年度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上

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补偿。具体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重组中的发行股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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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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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或送股比例）。 

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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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胡宇航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胡宇航以现金进行补偿。 

（2）减值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目标资产出具相关资产整体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如：目标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

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则胡宇航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因目标资产减值

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因实际净利润数

未达承诺净利润数已支付的补偿额。补偿金的支付时间要求及相关处理参照协议约定方式

执行。 

无论如何，目标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上市公司向胡宇航实际支付

的目标资产的交易总对价。 

5、三七互娱现金收购江苏极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情况 

胡宇航保证，极光网络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以下合称为“利润补偿期

间”）的承诺净利润数（“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

免除外）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8,000.00 万元、72,500.00万元、

87,000.00 万元。 

补偿方案如下： 

（1）补偿义务 

胡宇航承诺，如果极光网络截至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末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不能达到相应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胡宇航负责向上市公司补偿。为免歧义，如极光网络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各年度实际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净利润数，则该年度胡宇航无需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且超出当年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可以用于抵扣下一年度的承诺利润。

最终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根据会计师出具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专项审核报告》的审核结果确定。 

（2）补偿的方式 

如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极光网络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则胡宇航应在当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按本协

议的约定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合计承诺净利润数×交

易价格－已补偿金额。其中合计承诺净利润数指胡宇航承诺的极光网络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即 217,500.00 万元。胡宇航应优先通过股份补偿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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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标准如下补偿方式如下： 

A.股份补偿的方式：股份补偿金额=补偿股份价格×补偿股份数量； 

A1.补偿股份价格：补偿股份价格=胡宇航按照本协议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 

A2.补偿股份数量：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补偿股份价格； 

A3.涉及现金分红的处理：在胡宇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购买并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

上市公司如实施现金分红的，胡宇航获得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 

A4.股份的回购：上述 A2 中所涉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00 元总价回购。 

若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

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则胡宇航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在符合相

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补偿股份赠予本次补偿义务发生

时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上市公司其他股东获赠股份比例为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 

B.现金补偿的方式：胡宇航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胡宇航以

现金进行补偿。 

C.补偿总额：无论如何，目标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上市公司向胡

宇航实际支付的目标资产的交易总对价。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上海三七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

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27,900.06 万元和 

140,743.57万元，均已超过业绩承诺。 

上海墨鹍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503.29 万元和-4,596.53 万元。2016 年度至 2017 年度累

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34.73万元，2016年度至2017

年度承诺累计净利润 23,175.00 万元，未达到业绩承诺，差异金额为 16,840.27 万元。导

致上海墨鹍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上海墨鹍研发的移动手机游戏《择天记》等产品

上线档期推迟，报告期内未能上线所致。为公允反映资产的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经测试，公司合并上海墨鹍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损失 299,457,551.04 元。 

江苏智铭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973.38 万元和 5,896.68 万元，均已超过业绩承诺。 

极光网络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

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8,463.84 万元和 

68,360.23 万元。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

除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 2017 年度承诺净利润 58,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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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致歉声明 

针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上海墨鹍 2017年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在此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公司将督促补偿义务人按照《利润补偿协议》

的约定，及时履行补偿责任。公司将继续加强资源整合，督促上海墨鹍落实各项经营举措，

加大研发力度和产品布局，提升整体竞争力及风险防控能力，从而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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