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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股权；直接持有圣杯投资13.73%的出资额，圣杯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5.22%股权，为恺英网络的实际控制人。

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悦外，恺英网络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冯显超、海通开元、海桐兴息、骐飞投资、赵勇、圣杯投资。

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具体情况” 。

七、恺英网络的内部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主要职能部门的基本职责和功能如下：

部门名称 部门职责

社交游戏事业部

负责公司社交游戏的维护和管理；负责与社交游戏玩家的沟通、社交论坛的维护；负责社交游戏

的活动策划和运营。

网页游戏事业部

负责公司网页游戏的研发、维护、运营等；负责与网页游戏玩家的沟通、社区论坛的维护；负责新

网页游戏产品策划、研发、及运营管理。

移动游戏事业部

负责公司手机游戏的立项、研发、维护等；负责将公司的手机游戏推广到市场上；负责手机游戏

产品的运营策划、及运营管理。

腾讯合作产品事业部

负责公司对接腾讯的所有页游产品的运营管理工作；负责与页游厂商、页游玩家的沟通，论坛维

护，活动策划、运营等；负责寻找外部合适的产品并接入腾讯平台。

国内平台事业部

负责公司国内手机游戏市场的发行和推广工作；负责寻访合适的产品接入平台；负责与游戏厂

商、游戏玩家的沟通，论坛维护，活动策划、运营等。

国际事业部

负责公司国际游戏市场的发行和推广工作；负责寻访合适的产品接入平台；负责与游戏厂商、游

戏玩家的沟通，论坛维护，活动策划、运营等；负责拓展境外游戏发行渠道等。

XY苹果助手事业部

负责公司移动端发行平台的研发和推广工作；负责寻访合适的移动端产品接入平台；负责与各

类厂商、产品用户的沟通，论坛维护，活动策划、运营等。

技术支持部

负责为公司各业务部门提供系统集成、信息安全、数据统计等技术支持；负责为有需求的业务部

门提供客户服务支持；负责为公司提供信息安全相关的解决方案；负责后台监控业务数据并为

公司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人事行政部

负责公司行政事务和人力资源管理；建立行政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

流程的建立、优化与执行；负责提供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企业发展部

负责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以及财务管理相关解决方案；协调公司与银行、税务、

财政等外部相关部门的工作；负责公司法律相关事务的解决方案，负责对内、对外的法律纠纷处

理等工作。

内审部

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包括财务审计、内控制度的建立和执行；负责制定并实施公司内部审计

计划和审计准则,根据审计目标收集和整理资料,建立审计档案。

市场部

负责公司品牌相关事务的解决方案；负责公司重大市场推广活动策划和执行；负责为公司提供

市场推广、营销策划等方面的解决方案。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名单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 恺英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简要情况

1、 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王悦

具体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一）王悦” 。

（2）董事：冯显超

具体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二）冯显超” 。

（3）董事：盛李原

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会计部

经理、好耶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担任恺英网络财务总监，2013年1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副总裁，

2014年1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董事。

（4）董事：申亮

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顾问中心管理顾问、宁波海曙汉唐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大学事业部总监、 北京太和睿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华东咨询部咨询顾问，2011年2月至2014年11月担任

恺英网络人事行政部高级经理，2014年11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经理助理，2014年1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董事。

（5）董事：赵亮

男，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橡子园亚洲创投基金投资经理，2008

年5月至今担任海通开元执行总经理，2014年9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董事。

2、监事会成员

（1）监事会主席：林小红

女，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秘书、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对外事务部副经理、上海春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上海众源网络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2013年4月至今担任恺

英网络公共事务副总监，2014年1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监事，2015年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监事会主席。

（2）监事：袁倪斌

男，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上海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制备员、上海优而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培训师、

上海惟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培训师、 上海新世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培训师，2014年3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国内平台运营助理，2015年2月

至今担任恺英网络职工代表监事。

（3）监事：崔睿

男，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职陕西通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5年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手游

运营专员、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1）经理：王悦

具体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一）王悦” 。

（2）副总裁：陈永聪

男，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市千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部经理，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担任恺英网络国内平台事业部负责人，2013年8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副总裁。

（3）副总裁：宁炳杨

男，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我乐网有限公司产品部游戏视频频道负责人、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页游平台部运营经理、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页游平台部运营总监，2013年6月至2014年11月担任恺英网络XY苹果助手事

业部负责人，2014年1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副总裁。

（4）副总裁：闵懿

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创立天衢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新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运维工程

师、无线高级程序员、任职上海新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运维及无线项目、担任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统计计费中心项目经理、内

审项目经理，2009年10月至2011年11月担任恺英网络腾讯合作产品事业部负责人，2010年9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副总裁。

（5）副总裁：何鑫

男，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成都华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游戏客户端主管、成都思而科软件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上海少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游戏客户端主管，2011年3月至2011年11月担任恺英网络网页游戏事业部负责人，2011年11月至今

担任恺英网络副总裁。

（6）副总裁：盛李原

具体情况见本报告书本节“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中董事会成员部分的介绍。

4、核心技术人员

恺英网络的核心技术人员为陈永聪、宁炳杨、闵懿、何鑫、王政、李刚、卞冬华、黄萍、杨友发、林彬、甘亮平、林晨光。 其中，陈永聪主要负

责代理的游戏在XY.COM的运营推广，以及《全民奇迹》的研发、推广和运营；宁炳杨主要负责XY苹果助手的研发、推广及运营；闵懿主要

负责自研及代理游戏在腾讯游戏平台的推广及运营；何鑫主要负责《蜀山传奇》等网页游戏的研发工作。 以上四人的简历请参见上述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介绍，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1）王政

具体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介绍/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具体情况/（四）王政” 。

（2）李刚

男，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中卓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运营经理，上海双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武汉中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总监，2013年3月至2013年11月担任恺英网络国内平台事业部运营副总监，2013年12月至今担任

恺英网络国内平台事业部下属的《全民奇迹》部门总经理。

（3）卞冬华

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腾讯计算机高级软件工程师 、升东网络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资深

工程师、我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资深研发工程师、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上海胜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2013年7月至

今担任恺英网络XY苹果助手事业部技术副总经理。

（4）黄萍

女，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网龙网络公司海外事业部海外高级策划，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海外事业部高级经理，千橡互动集团旗下人人游戏欧洲与台湾运营部总监，2012年4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国际事业部总经理。

（5）杨友发

男，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图形社区事业部技术经理，2011年5月至

2012年1月担任恺英网络C++开发工程师，2012年1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网页游戏事业部总监。

（6）林彬

男，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游戏平台运营部运营主管，广东逢隆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游戏平台运营总监，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担任恺英网络国内平台事业部运营副总监，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担任恺英

网络国内平台事业部运营总监，2014年1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国内平台事业部总经理。

（7）甘亮平

男，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渠道经理，2011年8月至2013年4月担任

恺英网络市场部经理，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担任恺英网络腾讯合作产品事业部经理，2014年6月至2015年2月担任恺英网络腾讯合作

产品事业部总监，2015年2月至今担任恺英网络腾讯合作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8）林晨光

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具有多年的软件开发经历及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曾任国风因特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PHP开发总监，对大规模数据系统开发、优化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2011年10月至今

担任恺英网络PHP副总监。

恺英网络核心技术人员大多数毕业于互联网相关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设计与开发专业等，并在互联网行业拥有多

年的产品开发及运营经验。 报告期内，恺英网络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恺英网络股份及对外投资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恺英网络股份的情况

名称 职务 持股比例

王悦 董事长、经理

直接持有恺英网络29.74%的股权；通过担任骐飞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恺

英网络8.78%股权；直接持有圣杯投资13.73%的出资额，圣杯投资直接持有恺英

网络5.22%股权

冯显超 董事

直接持有恺英网络16.84%的股权；通过担任圣杯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恺

英网络5.22%股权；直接持有骐飞投资4.30%的出资额，骐飞投资直接持有恺英

网络8.78%股权

盛李原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直接持有骐飞投资6.84%的出资额，骐飞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8.78%股权

申亮 董事、经理助理 直接持有圣杯投资2.02%的出资额，圣杯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5.22%股权

赵亮 董事 未直接持有恺英网络股权

林小红 监事会主席 直接持有圣杯投资0.43%的出资额，圣杯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5.22%股权

陈永聪 副总裁 直接持有骐飞投资39.88%的出资额，骐飞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8.78%股权

宁炳杨 副总裁 直接持有圣杯投资31.48%的出资额，圣杯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5.22%股权

闵懿 副总裁 直接持有骐飞投资12.19%的出资额，骐飞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8.78%股权

何鑫 副总裁 直接持有骐飞投资5.44%的出资额，骐飞投资直接持有恺英网络8.78%股权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恺英网络股份的情况

恺英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未直接或以任何方式间接持有恺英网络股份。

（三）标的资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情况

恺英网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姓名 对外投资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或出资份额比例

王悦 骐飞投资 投资管理 1.14%

王悦 圣杯投资 投资管理 13.73%

王悦 北京恺英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100.00%

王悦 嘉兴红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 5.00%

王悦 恺英开曼 投资管理 50.32%

冯显超 骐飞投资 投资管理 4.30%

冯显超 圣杯投资 投资管理 1.91%

冯显超 恺英开曼 投资管理 30.18%

赵亮 上海曦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 18.18%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度领取薪酬的情况

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恺英网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总额分别为335.00万元、411.20万元和523.64万元。

恺英网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度领取薪酬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在公司任职 2014年度从公司领取薪酬的情况

王悦 董事长、经理 71.98

冯显超 董事 69.58

赵勇 首席运营官、董事（已于2015年1月离职） 65.98

王政 副总裁（2014年12月起不再担任副总裁职务） 51.58

盛李原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29.58

申亮 董事、经理助理 5.43

林小红 监事 3.30

陈永聪 副总裁 51.40

宁炳杨 副总裁 12.40

闵懿 副总裁 64.65

何鑫 副总裁 57.08

陈敏 副总裁（已于2014年12月离职） 40.68

备注：由于宁炳杨自2014年11月开始担任副总裁、申亮自2014年12月开始担任董事、林小红自2014年12月开始担任监事，因此上述

人员2014年度领取薪酬的情况系从其开始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至2014年12月进行统计。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截至2015年2月28日，恺英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表：

名称 兼职单位 任职 兼职单位与标的公司关联关系

王悦

上海飞瞬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悦腾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英梦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欣烁 执行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欣承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恺鑫 执行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光梭 董事长 恺英网络子公司

苏州聚和 执行董事兼经理 恺英网络子公司

香港盛晟 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Kingnet�HK 董事 香港盛晟子公司

恺英韩国 董事 Kingnet�HK子公司

上海骑兵 执行董事 北京恺英子公司

北京恺英 董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恺英开曼 董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骐飞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恺英网络股东

冯显超

上海飞瞬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悦腾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速艺 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海悦腾子公司

上海英梦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欣烁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欣承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恺鑫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上海光梭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苏州聚和 监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香港盛晟 董事 恺英网络子公司

Kingnet�HK 董事 香港盛晟子公司

北京恺英 董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骑兵 监事 北京恺英子公司

恺英开曼 董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圣杯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恺英网络股东

赵亮 海通开元 执行总经理 恺英网络股东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互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说明

恺英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互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七）恺英网络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的协议及其履行情况

恺英网络的董事、监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和更换，恺英网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与高级管理人员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上述有关合同、协议等均履行正常，不存在违约情形。

（八）恺英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均经过合法的程序选聘。

（九）恺英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1、董事变动情况

恺英网络于2014年9月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立之前，王悦作为恺英网络实际控制人一直担任执行董事。 恺英网络最近三年董事的变

动情况如下：

期间 董事 变动原因

2009年8月至2014年9月 王悦 -

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赵亮 恺英网络设立董事会

2014年12月至今 王悦、冯显超、盛李原、申亮、赵亮 恺英网络董事会改选

2、监事变动情况

恺英网络于2015年2月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立之前，冯显超、申亮、林小红先后担任监事。 恺英网络最近三年监事的变动情况如下：

期间 监事 变动原因

2009年8月至2014年9月 冯显超 -

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 申亮 监事改选

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 林小红 监事改选

2015年2月至今 林小红、袁倪斌、崔睿 恺英网络设立监事会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恺英网络最近三年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期间 高级管理人员 变动原因

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 王悦、王政、陈敏、闵懿、何鑫 -

2013年1月至2013年8月 王悦、王政、陈敏、闵懿、何鑫、盛李原

2013年1月，新任命盛李原为副总

裁

2013年8月至2014年12月 王悦、王政、陈敏、闵懿、何鑫、盛李原、陈永聪

2013年8月，新任命陈永聪为副总

裁

2014年12月至今 王悦、闵懿、何鑫、盛李原、陈永聪、宁炳杨

新任命宁炳杨为副总裁，王政被

免去副总裁职务；陈敏因个人原

因离职

目前恺英网络董事会的5名成员中，王悦最近三年内先后担任恺英网络执行董事、董事长、经理职务；冯显超在2014年9月之前担任恺

英网络监事，2014年9月在董事会设立后被选举为恺英网络董事；盛李原自2013年2月起担任恺英网络高级管理人员，在2014年12月董事

会改选中被选举为恺英网络董事；申亮在2014年12月董事会改选中被选举为恺英网络董事；赵亮为海通开元推荐的董事代表，在董事会

中代表海通开元行使相应权力。

目前恺英网络监事会的3名成员均系恺英网络设立监事会后被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监事。在监事会设立之前，冯显超、申亮、林

小红先后担任监事一职。

目前恺英网络的6名高级管理人员中，王悦、闵懿、何鑫最近3年一直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陈永聪、宁炳杨、盛李原系恺英网络引入

的外部高级管理人才。

综上，恺英网络于2014年9月设立了董事会并于2015年2月设立了监事会，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恺英网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近三年的变化符合有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恺英网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变化。

九、员工情况

（一）员工基本情况

截至2012年末、2013年末及2014年末，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员工合计人数分别为579名、739名、781名。

截至2015年2月28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共有员工761人，具体情况如下：

1、员工专业结构

序号 岗位构成 人数（人） 比例（%）

1 管理人员 21 2.76%

2 财务及人事 21 2.76%

3 行政及法务 18 2.37%

4 技术研发 176 23.13%

5 美术及产品运营 416 54.66%

6 客服 105 13.80%

7 其他 4 0.53%

合计 761 100.00%

2、员工受教育程度

序号 文化程度 人数（人） 比例（%）

1 硕士及以上 29 3.81%

2 本科 382 50.20%

3 大专及以下 350 45.99%

合计 761 100.00%

3、员工年龄分布结构

序号 年龄 人数（人） 比例（%）

1 50岁以上 2 0.26%

2 40~50（含40岁） 5 0.66%

3 30~40（含30岁） 176 23.13%

4 30岁以下 578 75.95%

合计 761 100.00%

（二）执行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等情况

恺英网络实行劳动合同制，员工的聘任和解聘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恺英网络及其下属子公司

和分公司按照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员工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保障计划，提取和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1、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标准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标准如下：

上海

缴费比例

单位比例 员工比例

城镇 非城镇 城镇 非城镇

养老保险 21.00% 8.00%

医疗保险 11.00% 6.00% 2.00% 1.00%

失业保险 1.50% - 0.50% -

工伤保险 0.50% -

生育保险 1.00% - -

苏州

缴费比例

单位比例 员工比例

养老保险 20.00% 8.00%

医疗保险 9.00% 2.00%+5

失业保险 1.00%

工伤保险 1.50% 0.50%

生育保险 1.00%

广州

缴费比例

单位比例 员工比例

养老保险 14.00% 8.00%

医疗保险 8.00%+月平均工资*0.26% 2.00%

失业保险 1.20% 0.50%

工伤保险 0.50% -

生育保险 0.85% -

深圳

缴费比例

单位比例 员工比例

深户 非深户 深户 非深户

养老保险 14.00% 13.00% 8.00%

医疗保险 6.20% 2.00%

工伤保险 0.40% -

失业保险 2.00% 1.00%

生育保险 1.00% -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标准如下：

住房公积金

缴费比例

单位比例 员工比例

上海 7.00% 7.00%

苏州 8.00% 8.00%

广州 5.00%-20.00% 5.00%-20.00%

深圳 12.00% 12.00%

2、关于缴纳情况的说明

（1）关于缴纳社会保险情况的说明

① 恺英网络母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费缴纳通知书》及《单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基本情况》，恺英网络自2009年4月

开始参加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登记证》号为社险沪字00355652号，截至2015年2月缴费状态为正常缴费，截至2015年2月缴费情况为

无欠款。

② 恺英网络各子公司和分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情况的说明

根据恺英网络各子公司和分公司当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 恺英网络各子公司和分公司自参加社会保险登记以来至

2015年2月缴费状态为正常缴费，截至2015年2月缴费情况为无欠款。

（2）关于缴纳住房公积金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已为所有员工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账户，并从2015年3月份开始为所有员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 报告期内，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存在未为部分非城镇户口的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况。

恺英网络及各子公司和分公司已取得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情况证明，具体情况如下：

① 恺英网络母公司缴纳住房公积金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恺英网络开户缴存以来至2015年4月8日未受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处罚。

② 恺英网络各子公司和分公司缴纳住房公积金情况的说明

根据恺英网络各子公司和分公司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恺英网络各子公司和分公司开户缴存以

来至证明出具日未受到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处罚。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悦出具承诺函如下：“本人系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

英网络” ）的控股股东，本人承诺：如恺英网络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被相关政府机关要求补缴

或被处罚，或导致恺英网络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承担其他任何损失或责任，则本人无条件承担上述全部义务和责任，并以现金形式补

偿恺英网络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的全部损失。 ”

十、主要资产、负债和担保情况

（一）主要资产

截至2015年2月28日，恺英网络主要资产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总资产的比例 主要构成

流动资产：

其中：货币资金 45,629.81 47.89% 主要为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28,238.74 29.64%

主要为联运模式下应收第三方游戏平台公司的分成

款

预付款项 2,240.88 2.35% 主要为预付广告费及游戏开发商的分成款

其他应收款 1,161.33 1.22% 主要为职工备用金、押金、保证金

应收利息 599.29 0.63% 主要为定期存款等产生的利息

流动资产合计 77,870.05 81.73%

非流动资产：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395.72 9.86%

主要为购买的未到期的国债逆回购、公司债、理财产

品以及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155.68 1.21% 主要为合并范围外对被投资方的投资

固定资产 1,550.41 1.63% 主要为服务器、电子设备、办公家具

无形资产 673.92 0.71% 主要为著作权、商标等

长期待摊费用 2,715.95 2.85% 主要为房屋装修费及代理游戏版权金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11.51 2.01%

主要为税前准予以后年度扣除的广告费等形成的暂

时性差异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403.19 18.27%

资产合计 95,273.24 100.00%

1、房产

恺英网络办公场所通过租赁方式取得，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和分公司租赁主要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租金

承租面积（平

方米）

租赁期限

房屋所有权证

书编号

租赁备案登记

办理情况

1

恺英网络

上海漕河泾开发

区浦星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陈行路2388号3幢

301-304室

3,256,661.4

元/年

4,461.18

2014.8.1-20

17.7.31

沪房地闵字

（2012）第

019402号

已办理

2

深圳市中电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

照明中心北3楼B

19,162.5元/

年

182.5

2014.10.8-2

015.10.7

深地房字第

4000334741

号

正在办理中

3

上海谊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天钥桥路909号1

号楼148室

1,500元/月 30

2012.6.30-2

015.6.29

沪房地徐字

（2013）第

026424号

正在办理中

4 上海飞瞬 梁继雄

广州市天河区车

陂龙口大街6号汇

德商业大厦三楼

第一年54,936

元；

第二年57,683

元；

第三年60,567

元

872

2014.6.16-2

017.6.15

/ 已办理

5 上海悦腾

上海漕河泾开发

区浦星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陈行路2388号3幢

401、404室

1,889,006.4

元/年

2,587.68

2014.8.1-20

17.7.31

沪房地闵字

（2012）第

019402号

已办理

6 上海欣烁

上海蓝天创业广

场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银

翔路655号708室

无偿使用 80

2014.6.4-20

16.6.3

沪房地嘉字

（2012）第

009598号

正在办理中

上述租赁房产中，3处租赁房产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1处租赁房产出租方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认为，

恺英网络租赁房产的出租方未办理房产租赁备案手续及未取得产权证的行为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不利影响，原因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房屋租赁合同不以登记备案作为生效要件，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会影响房屋租

赁合同的法律效力，恺英网络及其下属境内子公司可依据租赁合同使用该等房产。

（2）根据恺英网络实际控制人王悦出具的《承诺函》，若恺英网络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因租赁房产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租赁非

经营性用房作为经营性用房使用或出租方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等原因受到任何损失或处罚的， 其将无条件全额补偿并承担全部责任，保

证恺英网络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的业务经营不会因上述事宜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2、无形资产

（1）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2）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未取得任何授权专利。

（3）著作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共拥有86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名称

著作权

人

证书号 登记号 完成日期 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1

恺英蜀山传奇游戏软件

V2.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828780

号

2014SR159543 2014.7.16 2014.7.16 原始取得

2 盛缘三国游戏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728282

号

2014SR059038 2014.5.4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

恺英无线网络名称中文

显示系统应用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77545

号

2014SR008301 2013.12.2 2013.12.9 原始取得

4

恺英基于移动终端私有

网络文件传输应用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77543

号

2014SR008299 2013.12.2 2013.12.9 原始取得

5

恺英XY一路通应用软

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77410

号

2014SR008166 2013.12.15 2013.12.15 原始取得

6

恺英富媒体交互技术嵌

入式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76200

号

2014SR006956 2013.12.2 2013.12.9 原始取得

7

恺英大数据处理与管理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76158

号

2014SR006914 2013.12.2 2013.12.9 原始取得

8

恺英XY苹果助手PC端

应用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66006

号

2013SR160244 2013.11.7 2013.11.7 原始取得

9

恺英“手机平台” 应用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64087

号

2013SR158325 2013.10.2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10

恺英“PC平台” 应用软

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663657

号

2013SR157895 2013.10.24 未发表 原始取得

11 恺英游戏平台软件V1.1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542346

号

2013SR036584 2010.9.6 2012.9.23 原始取得

12

恺英XY社交娱乐平台

软件V1.1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541687

号

2013SR035925 2012.9.3 2012.9.26 原始取得

13

恺英“海盗连连发” 游

戏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85372

号

2012SR117336 2012.9.11 2012.9.13 原始取得

14

恺英“英雄世界”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77816

号

2012SR109780 2012.10.1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15

恺英“圣杯之战”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45252

号

2012SR077216 2012.8.1 2012.8.6 原始取得

16

恺英“小鱼德州”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40877

号

2012SR072841 2012.7.18 2012.7.20 原始取得

17

恺英“连连看守卫家

园” 游戏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37425

号

2012SR069389 2012.7.6 2012.7.9 原始取得

18

恺英“捕鱼大亨” 游戏

软件V2.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37067

号

2012SR069031 2012.7.16 2012.7.17 原始取得

19

无端科技捕鱼大亨移动

版游戏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33146

号

2012SR065110 2011.3.30 2011.3.30 受让

20

恺英“小鱼吃吃吃” 游

戏软件V1.1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32924

号

2012SR064888 2012.7.2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1

恺英“勇者大陆”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27538

号

2012SR059502 2012.6.8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2

恺英“九转飞仙”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26172

号

2012SR058136 2012.6.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3

恺英“创世三国”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26168

号

2012SR058132 2012.6.4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4

恺英“火龙珠” 游戏软

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22894

号

2012SR054858 2012.5.3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5

恺英“绿茵豪门”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19077

号

2012SR051041 2012.5.1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6

恺英“炎黄传奇”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14501

号

2012SR046465 2012.4.27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7

恺英“跑跑侠” 游戏软

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13587

号

2012SR045551 2012.4.3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8

上海恺英“白蛇传奇”

游戏软件V2.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08066

号

2012SR040030 2012.4.5 2012.5.4 原始取得

29

恺英“侠客奇缘”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07809

号

2012SR039773 2012.4.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0

恺英“三国战将”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02659

号

2012SR034623 2012.3.14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1

恺英“仙宗” 游戏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402139

号

2012SR034103 2012.3.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2

恺英“魔法少女”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98076

号

2012SR030040 2012.3.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3

上海恺英“白蛇传奇”

游戏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95531

号

2012SR027495 2011.11.17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4

恺英“捕鱼大亨”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94999

号

2012SR026963 2012.2.20 2012.2.23 原始取得

35

恺英“口袋勇者”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92210

号

2012SR024174 2012.3.6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6

“石器传说” 游戏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91788

号

2012SR023752 2012.3.2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7

恺英“欢乐三张牌” 游

戏软件V1.1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91714

号

2012SR023678 2012.3.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8

“圣堂天下” 游戏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90405

号

2012SR022369 2012.2.1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9

“午夜迷城” 游戏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72556

号

2012SR004520 2011.11.1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0 “古卷西游”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67338

号

2011SR103664 2011.12.1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1

“慧眼神探” 游戏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33030

号

2011SR069356 2011.7.1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2

恺英“小人国” 游戏软

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20002

号

2011SR056328 2011.6.28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3

“最美人” 游戏软件V1.

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16885

号

2011SR053211 2011.6.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4

“蜀山传奇” 游戏软件

V1.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14871

号

2011SR051197 2011.5.4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5

“勇者之魂” 游戏软件

V1.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314108

号

2011SR050434 2011.4.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6

“争锋天下” 游戏软件

V1.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299645

号

2011SR035971 2011.4.1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7

“海盗王国” 游戏软件

V1.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292518

号

2011SR028844 2010.4.12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8

“神马三国” 游戏软件

V1.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292515

号

2011SR028841 2011.3.2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9

“宠物战争” 游戏软件

V1.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271363

号

2011SR007689 2010.9.29 2010.9.29 原始取得

50

“单身公寓” 游戏软件

V1.0.0.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268342

号

2011SR004668 2010.12.31 未发表 原始取得

51

“恐龙时代” 游戏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232804

号

2010SR044531 2010.4.30 2010.5.10 原始取得

52

“楼一幢” 游戏软件V1.

3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197691

号

2010SR009418 2009.11.20 2009.11.24 原始取得

53 恺英谁呀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923761

号

2015SR036681 2014.12.4 2015.2.27 原始取得

54

盛缘萌将风云游戏软件

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970504

号

2015SR083418 2014.8.16 2014.8.16 受让

55

西谷“少侠无双” 游戏

软件V1.0

恺英网

络

软著登字第0970344

号

2015SR083258 2014.6.30 2014.6.30 受让

56

悦腾“蜀山神将”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814216

号

2014SR144976 2014.8.2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57

悦腾“全民挂机”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801536

号

2014SR132294 2014.8.15 2014.8.15 原始取得

58

悦腾“蜀山传奇2”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775377

号

2014SR106133 2014.7.2 未发表 原始取得

59

悦腾XY苹果助手应用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761148

号

2014SR091904 2013.12.1 2013.12.12 原始取得

60

悦腾“魔兽小队”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739075

号

2014SR069831 2014.4.3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61

悦腾“萌兽小队”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728285

号

2014SR059041 2014.4.3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62

悦腾“热血佣兵” 网页

游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600762

号

2014SR021518 2013.1.22 2013.2.10 原始取得

63

悦腾广告监控分析软件

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676371

号

2014SR007127 2013.12.25 2013.12.25 原始取得

64

悦腾“萌兽世界” 手机

游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612737

号

2013SR106975 2013.9.6 2013.9.12 原始取得

65

悦腾“街机天下” 网页

游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603157

号

2013SR097395 2013.8.21 2013.8.21 原始取得

66

悦腾“斗龙” 网页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81724

号

2013SR075962 2013.7.3 2013.7.9 原始取得

67

悦腾“西游降魔” 网页

游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69900

号

2013SR063038 2013.5.29 2013.6.3 原始取得

68

悦腾“撸啊撸” 手机游

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62288

号

2013SR056526 2013.5.16 2013.5.21 原始取得

69

悦腾“侠客传奇”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56429

号

2013SR050667 2013.5.9 2013.5.13 原始取得

70

悦腾“XY游戏神器” 应

用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56253

号

2013SR050491 2013.5.3 2013.5.6 原始取得

71

悦腾“捕鱼” 游戏软件

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45619

号

2013SR039857 2013.4.10 2013.4.15 原始取得

72

悦腾“混沌传说”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29899

号

2013SR024137 2013.2.22 未发表 原始取得

73

悦腾“蜀山传奇” 手机

游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17683

号

2013SR011921 2013.1.16 未发表 原始取得

74

悦腾“北欧传奇” 手机

游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504554

号

2012SR136518 2012.12.3 未发表 原始取得

75

悦腾“六神封印”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487105

号

2012SR119069 2012.11.9 未发表 原始取得

76

悦腾非玩家控制人物编

辑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396139

号

2012SR028103 2012.4.5 2012.4.5 原始取得

77 悦腾日志处理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396136

号

2012SR028100 2012.4.5 2012.4.5 原始取得

78

悦腾“迷你魔兽” 游戏

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894891

号

2015SR007809 2014.11.3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79

悦腾国王不能死游戏软

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915309

号

2015SR028229 2014.12.10 2014.12.15 原始取得

80

悦腾“少年魔兽团” 游

戏软件V1.0

上海悦

腾

软著登字第0967315

号

2015SR080229 2015.3.3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81

速艺蘑菇没了手机游戏

软件V1.0

上海速

艺

软著登字第0719741

号

2014SR050497 2014.3.14 未发表 原始取得

82

飞瞬互联网广告实时监

控系统应用软件V1.0

上海飞

瞬

软著登字第0673396

号

2014SR004152 2013.9.15 2013.9.15 原始取得

83

西谷海贼大亨社交游戏

软件V1.0

杭州西

谷

软著登字第0374193

号

2012SR006157 2011.11.11 2011.12.1 原始取得

84

西谷捕鱼大亨网页游戏

软件V2.0

杭州西

谷

软著登字第0326200

号

2011SR062526 2011.6.20 2011.6.21 原始取得

85

西谷都市大亨社交游戏

软件V1.0

杭州西

谷

软著登字第0255893

号

2010SR067620 2010.10.15 2010.10.15 原始取得

86

欣承“三国战将” 游戏

软件V1.0.0

上海欣

承

软著登字第0897968

号

2015SR010886 2014.8.15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域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共拥有39项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域名注册人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1 chulw.com 上海悦腾 2013.3.20 2016.3.20

2 mshax.com 上海悦腾 2013.3.20 2016.3.20

3 tuchw.com 上海悦腾 2013.3.20 2016.3.20

4 zhetw.com 上海悦腾 2013.3.20 2016.3.20

5 cyuew.com 上海悦腾 2013.3.20 2016.3.20

6 msxd.com.cn 上海悦腾 2014.4.7 2016.4.7

7 upplus.cn 上海悦腾 2014.4.30 2016.4.30

8 soletower.com 恺英网络 2009.6.5 2015.6.5

9 dino-age.com 恺英网络 2010.5.9 2016.5.9

10 kingnet.com 恺英网络 1997.8.1 2015.7.31

11 soletower.net 恺英网络 2009.9.15 2015.9.15

12 kai-ying.com 恺英网络 2008.12.10 2015.12.10

13 doudou.cc 恺英网络 2013.10.8 2015.10.8

14 xy.com 恺英网络 1995.4.24 2018.4.25

15 kingkingnet.com 恺英网络 2012.9.17 2015.9.17

16 xyxy02.com 恺英网络 2012.9.17 2015.9.17

17 xyxy01.com 恺英网络 2012.9.17 2015.9.17

18 xyimg.net 恺英网络 2013.1.16 2016.1.16

19 xynbg.com 恺英网络 2013.3.20 2016.3.20

20 xylhgw.com 恺英网络 2013.3.20 2016.3.20

21 xytlgw.com 恺英网络 2013.3.20 2016.3.20

22 xyjjgw.com 恺英网络 2013.3.20 2016.3.20

23 xybygw.com 恺英网络 2014.1.20 2016.1.20

24 xynxyy.com 恺英网络 2014.1.20 2016.1.20

25 xyyypt.com 恺英网络 2014.1.20 2016.1.20

26 xydhl.com 恺英网络 2014.1.20 2016.1.20

27 xyddup.com 恺英网络 2014.1.20 2016.1.20

28 wangyue.com 恺英网络 2005.2.15 2016.2.15

29 xyxzgw.com 恺英网络 2013.3.20 2016.3.20

30 xyzs.c�om 恺英网络 1999.7.24 2015.7.24

31 xyxy03.com 恺英网络 2013.1.23 2016.1.23

32 xyxy04.com 恺英网络 2013.1.23 2016.1.23

33 xyzsq.com 恺英网络 2014.4.30 2016.4.30

34 kuluking.com 恺英网络 2013.3.31 2016.3.31

35 ykingnet.com 恺英网络 2013.3.31 2016.3.31

36 xyfree.com 上海光梭 2013.12.12 2015.12.12

37 soonart.net 上海速艺 2013.8.27 2017.8.27

38 lolheroes.com 上海速艺 2013.7.31 2015.7.31

39 www.3177wan.com 苏州聚和 2014.3.25 2017.3.25

（二）主要负债

截至2015年2月28日，恺英网络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总负债的比例 主要构成

流动负债：

其中：短期借款 27,971.13 41.77%

主要为向招商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的质押

借款

应付账款 21,684.50 32.39%

主要为代理游戏分成费、市场推广款项、服

务器款项、房租物业款项、外包制作费

预收款项 645.09 0.96% 主要为收取的游戏版权金

应付职工薪酬 817.05 1.22% 主要为应付未付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应交税费 2,785.12 4.16% 主要为应付的企业所得税

其他应付款 173.32 0.26%

主要为收取的代扣代缴社保款、押金、房租

等

应付利息 199.24 0.30% 主要为应付银行借款利息

应付股利 10,000.00 14.94% 为应付的股东分红

其他流动负债 2,681.20 4.00% 主要为递延收益

流动负债合计 66,956.65 100.00%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66,956.65 100.00%

（三）对外担保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十一、业务资质情况

（一）经营业务所需的许可资质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规定，从事增值电信业务的企业必须取得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批准颁发的《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此外，根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从事互联网游戏的发行及运营

等业务需要具备《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已经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许可资质证明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业务种类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沪B2-20100077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

互联网信息服务）

2010.10.27至2015.10.26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苏州聚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苏B2-20140323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2014.8.28至2019.8.27 江苏省通信管理局

2、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经营范围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沪网文[2013]0667-082号

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

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

货币发行）

2013.8至2016.8

（首次取得日期：

2010.9）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

理局

苏州聚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苏网文许字[2014]

1181-024号

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

产品运营

2014.6.20至2017.6.20 江苏省文化厅

3、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经营范围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新出网证（沪）字35号 互联网游戏出版 2011.9.28至2016.9.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

4、软件企业认证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沪R-2010-0272 2010.11.1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沪R-2013-0178 2013.4.1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游戏产品资质情况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 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三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

步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的通知》（新出联[2009]13�号）等有关规定及《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国产网络游戏应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并在新闻出版部门办理该特定游戏出版的前置审批工作，审批通

过之后可以上线运营，任何部门不再重复审查，文化、电信等管理部门应严格按新闻出版总署前置审批的内容进行管理。

此外，根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令第51号）、《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游戏产品内容审查

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国产网络游戏在上网运营之日起30日内应当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取得备案文号，已备案的国

产网络游戏应当在其运营网站指定位置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备案编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自主研发及联合开发并在国内上线运营的游戏已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前置审批并取得版

号及文化部备案，代理并在自有平台XY.COM上线运营的游戏已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前置审批并取得版号，尚有3款游戏的文化

部备案仍在办理当中。

为了应对潜在风险，恺英网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悦承诺如下：

“作为恺英网络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人特此承诺，若恺英网络自有平台XY.COM中运营的游戏因未取得文化部备案，以及代

理并在腾讯开放平台等第三方联运平台上运营的部分游戏因未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前置审批引起任何纠纷，导致恺英网络需要

承担任何责任或赔偿任何损失的，本人将无条件承担全部责任或赔偿全部损失。 ”

（三）海外运营资质情况

根据恺英网络的说明并经核查，恺英韩国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手机游戏的发行、游戏产品的进出口、广告” ，其目前代理的手机游戏

“Fantasy?Hero” 系于Google?Play?平台上运营的游戏，根据韩国律师出具的尽调报告，在该等公开平台上运营的游戏无需取得登记或

批准，且恺英韩国系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受到所在地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根据恺英网络的说明并经核查，Kingnet?HK目前的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及手机游戏的投资运营” ，根据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Kingnet?HK系于香港设立并合法经营的有限公司，其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受到所在地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根据恺英网络的说明并经核查，香港盛晟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海外游戏的发行，推广与运营” ，根据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香港

盛晟系于香港设立并合法经营的有限公司，其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受到所在地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根据恺英日本的说明并经核查，恺英日本注销前的经营目的为计算机软件和游戏的开发、销售和出租；计算机系统的策划、设计、开发

和销售；计算机及相关机器设备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网站以及网页信息的策划、开发和制作；网络服务器的中介服务；网络信息服务和

网络销售；前述各项有关的咨询业务；前述各项有关的所有附属业务，目前恺英日本已启动注销程序，恺英日本系日本法律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其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受到所在地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十二、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职会计师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7799号审计报告，恺英网络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2-28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合计 77,870.05 45,572.86 22,210.14 20,595.7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403.19 14,190.60 13,192.12 7,676.09

资产合计 95,273.24 59,763.46 35,402.26 28,271.81

流动负债合计 66,956.65 55,490.08 27,829.67 24,116.37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79.83

负债合计 66,956.65 55,490.08 27,829.67 24,196.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13.35 4,269.08 7,524.54 4,075.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16.59 4,273.38 7,572.59 4,075.61

报告期内，随着业务和经营规模的快速增长，恺英网络资产总额逐年增长。 截至2015年2月末、2014年末、2013年末和2012年末，恺英

网络总资产分别为95,273.24万元、59,763.46万元、35,402.26万元和28,271.81万元，分别较上年末增长了35,509.78万元、24,361.20万元

和7,130.45万元。

2014年，为满足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及回购恺英开曼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恺英网络进行融资，货币资金大幅增加，从而导致2014

年年末资产总额大幅增加。 恺英网络于2014�年8�月起全球独家代理 《全民奇迹》，2014�年12�月，《全民奇迹》 正式登陆安卓平台和

App� Store，当月在App� Store�的iPhone�畅销游戏排行榜及iPad�畅销游戏排行榜均进入前5�名，当月充值总流水突破2�亿元人民币。

2015年，随着《全民奇迹》在自主运营平台和第三方联合运营平台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恺英网络的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也大幅增长，从而

导致了2015年2月末资产总额大幅增长。

此外，恺英网络自主研发的XY苹果助手于2014年4月开始商业化运营，自商业化运营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XY苹果助手

用户的不断积累，XY苹果助手接入的移动网络游戏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应用产品的开发者或授权商更加注重移动端的推广投入，XY苹果

助手上架的应用产品不断丰富，移动游戏分发收入及其他应用分发收入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也导致了恺英网络2014年年末和2015年2

月末的资产总额大幅增长。

从资产结构来看，恺英网络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2015年2月末、2014年末、2013年末和2012年末，恺英网络流动资

产分别为77,870.05万元、45,572.86万元、22,210.14万元和20,595.72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81.73%、76.26%、62.74%和72.85%。

从负债结构来看，报告期内恺英网络负债均由流动负债构成。 2014年年末及2015年2月末负债总额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新增短期借

款及应付股利增加引起的，其中，短期借款系子公司香港盛晟向招商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的4,550万美元借款，用于向恺英开曼支付购买

Kingnet� HK� 100%股权的转让款。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37,067.03 72,780.21 40,869.20 20,751.63

营业成本 13,348.16 20,078.22 9,631.65 2,590.75

营业利润 13,600.58 6,156.95 3,230.91 2,240.65

利润总额 13,610.41 6,772.13 3,375.19 2,266.79

净利润 13,182.25 6,210.37 3,380.50 2,506.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3,183.30 6,254.12 3,392.07 2,506.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120.02 4,542.93 2,547.64 5,820.50

2015年1-2月、2014年、2013年和2012年， 恺英网络营业收入分别为37,067.03万元、72,780.21万元、40,869.20万元和20,751.63万

元，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3,183.30万元、6,254.12万元、3,392.07万元和2,506.79万元。

2013年和2014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0,117.57万元和31,911.01万元， 增长幅度分别达96.94%和78.08%；2013年和

2014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了885.28万元和2,862.05万元，增长幅度分别达35.32%和84.37%。 营业收入

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恺英网络实现了由单一互联网游戏内容研发商向互联网多平台运营商

以及由PC端到移动端的成功转型。 2015年，随着恺英网络互联网多平台运营能力的持续增强，网络游戏及应用产品的不断丰富，移动互联

网平台2015年1-2月实现收入6,880.00万元，此外，恺英网络全球独家代理的《全民奇迹》2015年1-2月实现收入约2.17亿元，恺英网络收

入规模及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非经常性损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43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公告之规定，

恺英网络最近三年一期非经常性损益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 -0.19 -0.61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9.83 605.12 606.03 67.6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626.29 398.51 -3,433.5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4.63 554.51 268.53 93.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9.77 -461.15 -41.5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4.47 1,795.51 811.32 -3,313.70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额（所得税减少以“－” 表

示）

1.18 84.81 -33.11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3.29 1,710.69 844.43 -3,313.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0.49 -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3.29 1,711.19 844.43 -3,313.70

2015年1-2月、2014年、2013年和2012年， 恺英网络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分别为63.29万元、1,711.19万元、

844.43万元和-3,313.70万元，占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0.48%、27.36%、24.89%和-132.19%。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

损益主要为恺英网络从政府部门取得的补助、持有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产生的当

期净损益，其中2012年至2014年非经常性损益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较大，2015年1-2月的影响数较小。 2012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失3,433.53万元。

十三、恺英网络股权最近三年资产评估、增资或者交易的情况说明

（一）恺英网络股权最近三年曾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恺英网络股权最近三年未进行过资产评估。

（二）恺英网络股权最近三年内进行增资或者交易的情况说明

恺英网络股权最近三年内曾进行三次股权转让和三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表：

1、股权转让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转让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转让价格 作价

1 2014年11月 海通开元 海桐兴息 152.78 11,000.00

每元注册资本

72元

2 2014年12月

王悦

骐飞投资 16.9781 1,222.42

每元注册资本

72元

圣杯投资 10.1083 727.7974

冯显超

骐飞投资 15.5117 1,116.84

圣杯投资 9.2352 664.9362

赵勇

骐飞投资 2.4183 174.1147

圣杯投资 1.4398 103.663

王政

骐飞投资 3.7841 272.4548

圣杯投资 2.2529 162.2119

3 2015年2月

王悦

华泰瑞麟 29.03 5,805.78

每元注册资本

200元

九彤投资 4.35 870.8876

冯显超

华泰瑞麟 29.03 5,805.78

九彤投资 4.35 870.8876

赵勇

华泰瑞麟 8.61 1,721.45

九彤投资 1.29 258.2248

2、增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增资时间 增资方 增资价格

1 2014年9月 海通开元、经纬创达 每元注册资本72元

2 2014年12月 骐飞投资、圣杯投资 每元注册资本72元

3 2015年1月

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海通开元、海桐兴息、经

纬创达、骐飞投资、圣杯投资

资本公积转增

3、恺英网络最近三年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具体情况

（1）2014年9月增资

2014年9月3日，海通开元、经纬创达与恺英网络、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签署《关于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 根据前述协议，海通开元增资2.6亿元，其中361.1111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经纬创达增资2,000万元，其中

27.7778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系恺英网络为满足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及回购恺英开曼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进行融资，海通开元、经纬创达获悉该投资

机会，出于看好恺英网络在网络游戏在互联网平台运营及互联网产品的研发与应用行业的良好发展前景进行的投资。

经全体股东一致决定，本次增资价格确定为每元注册资本72.00元，系双方依据恺英网络2013年、2014年1-6月的经营状况协商确定。

增资方海通开元、经纬创达与恺英网络及其原股东无关联关系；恺英网络股东会同意本次增资，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批准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2）2014年11月股权转让

2014年11月1日，海通开元与海桐兴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海通开元将其持有的恺英网络的152.78万元的出资额作价11,000万元

转让予海桐兴息。

本次股权转让为海通开元将其持有的部分恺英网络股权转让给由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海桐兴息，该次股权转让为同一

控制下的股权调整，故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与海通开元增资恺英网络的价格一致，每元注册资本作价72.00元。

股权转让双方海通开元、海桐兴息与恺英网络及其原股东无关联关系；恺英网络股东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批准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3）2014年12月增资及股权转让

2014年12月15日，恺英网络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将恺英网络注册资本由1,388.8889万元增至1,543.2099万元，其中骐飞投资认缴

新增注册资本96.7304万元，圣杯投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57.5906万元，并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同日，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分别与骐飞投资、圣杯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各方约定，王悦将其所持恺英网络

16.9781万元出资额以1,222.4248万元转让给骐飞投资，将其所持恺英网络10.1083万元出资额以727.7974万元转让给圣杯投资；冯显超

将其所持恺英网络15.5117万元出资额以1,116.8416万元转让给骐飞投资，将其所持恺英网络9.2352万元出资额以664.9362万元转让给圣

杯投资；赵勇将其所持恺英网络2.4183万元出资额以174.1147万元转让给骐飞投资，将其所持恺英网络1.4398万元出资额以103.663万元

转让给圣杯投资； 王政将其所持恺英网络3.7841万元出资额以272.4548万元转让给骐飞投资， 将其所持恺英网络2.2529万元出资额以

162.2119万元转让给圣杯投资。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原因系恺英网络为激励核心员工进行的股权调整，其中，新股东骐飞投资、圣杯投资为2014年4月设立的有限

合伙企业，其合伙人均为恺英网络时任的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为对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参照2014年9月的增资价格确定为每元注册资本作价72.00元，定价具备公允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第五条规定：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

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及实质要求，由于2014年12月增资及股权转让价格均为每元注册资本72元 ，与2014年度

最近一次外部投资者增资入股的价格，即2014年9月海通开元、经纬创达对恺英网络进行增资入股的价格保持一致，公允价格与增资及股

权转让价格之间不产生差额，因此无需确认管理费用并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增资方及股权受让方骐飞投资、圣杯投资以及股权转让方王悦、冯显超、赵勇、王政均为恺英网络的关联方，其中王悦为骐飞投资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冯显超为圣杯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恺英网络股东会同意本次增资，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4）2015年1月增资

2014年12月28日，恺英网络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将恺英网络注册资本由1,543.2099万元增至3,000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转增注

册资本1,456.7901万元。

恺英网络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资本溢价转增资本，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

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5）2015年1月股权转让

2015年1月30日，华泰瑞麟、九彤投资与王悦、冯显超、赵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王悦将其所持恺英网络29.03万元的出资额以5,

805.7763万元转让予华泰瑞麟，将其所持恺英网络4.35万元的出资额以870.8876万元转让予九彤投资；冯显超将其所持恺英网络29.03万

元的出资额以5,805.7763万元转让予华泰瑞麟，将其所持恺英网络4.35万元的出资额以870.8876万元转让予九彤投资；赵勇将其所持恺

英网络8.61万元的出资额以1,721.4474万元转让予华泰瑞麟，将其所持恺英网络1.29万元的出资额以258.2248万元转让予九彤投资。

王悦、冯显超、赵勇将其持有的部分恺英网络股权转让给华泰瑞麟、九彤投资，系恺英网络原股东出于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拓宽融资渠道的考虑，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引进财务投资者华泰瑞麟、九彤投资。

本次股权转让每元注册资本作价200元，系交易各方根据恺英网络2014年下半年移动网络游戏和互联网平台运营情况协商确定。

股权受让方华泰瑞麟、九彤投资与恺英网络及其股东无关联关系；恺英网络股东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批准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4、本次交易作价与前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差异说明

（1）本次交易作价与2014年12月之前的股权转让及增资价格差异较大,�主要系恺英网络资本积累的增加及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所

致

2014年12月之前的股转转让及增资价格主要是依据恺英网络2013年及2014年1-6月的经营情况确定。

2014年下半年，随着XY苹果助手上架的应用产品不断丰富，移动游戏分发收入及其他应用分发收入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此外，《全

民奇迹》于2014年8�月起由恺英网络进行全球独家代理，于2014年10月正式登陆XY苹果助手，于2014年12月正式登陆安卓平台和App�

Store，并连续100天在App� Store双榜排名前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全民奇迹》月充值流水已突破2亿元。

综上，随着XY苹果助手移动游戏分发收入及其他应用分发收入的快速发展及精品网络游戏《全民奇迹》的推出，恺英网络盈利能力

大幅增强，从而导致本次交易作价与2014年12月前的股权转让及增资作价存在较大差异。

（2）本次交易作价与2015年1月股权转让价格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交易对价方式不同造成的

2015年1月华泰瑞麟、九彤投资受让股权支付对价为现金，本次重组中华泰瑞麟、九彤投资取得的对价为上市公司股份，而且所获上市

公司股份需要一定期间的锁定。 此外，本次重组与2015年1月华泰瑞麟、九彤投资受让股权相比，业绩承诺人对利润补偿期间的承诺扣非

净利润作出了承诺，因此交易作价相比2015年1月股权转让价格较高。

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恺英网络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股权转让的背景及目的、股权转让对价支付方式、是否有业绩承诺人作出业绩承

诺等，本次交易评估作价与前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作价存在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十四、拟置入资产为股权时的说明

（一）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控股权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恺英网络100%的股权，属于控股权。

（二）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泰亚股份拟购买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恺英网络100%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

纠纷。除骐飞投资、圣杯投资持有的恺英网络股权存在质押的情形外，其他9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恺英网络股权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华泰瑞麟和九彤投资出具了《关于解除股权质押的承诺函》，承诺于证监会重组委召开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会议前，无条件解除上述《股权质押协议》，并向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办理完成质押注销登记手续。

（三）恺英网络不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根据工商登记文件及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函，恺英网络不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符合恺英网络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王悦等11名交易对方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分别放弃其他股东本次重组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因此本次交易符合恺英网络股权转

让的前置条件。

十五、恺英网络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一）收入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1、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5） 相

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1）游戏运营收入

恺英网络游戏运营收入的确认标准及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按不同运营平台分自主运营、联合运营二种形式：

① 自主运营

自主运营模式下，恺英网络通过自研游戏或代理游戏（包括独家代理）等形式获得游戏产品经营权后，利用其自有的游戏平台发布并

运营游戏产品。恺英网络负责游戏的运营、推广和维护，提供平台游戏上线的广告投放、在线客服及充值收款的统一管理。游戏玩家直接在

游戏平台注册进入游戏，通过对游戏充值获得游戏内的虚拟货币后，使用虚拟货币进行游戏道具的购买，恺英网络自主运营游戏在游戏玩

家实际使用虚拟货币购买虚拟道具时确认营业收入。

② 联合运营

联合运营模式下，恺英网络通过自研或者代理（包括独家代理）的方式获得一款游戏产品的经营权后，除在自有平台发布并运营外，

还与一个或多个第三方游戏平台进行合作，联合运营该款游戏。

I�对恺英网络自主研发的游戏，根据与第三方联合运营方合作协议所计算的分成金额在双方结算完毕核对无误后并按照游戏玩家实

际使用虚拟货币购买虚拟道具时确认营业收入。

II对恺英网络通过代理等形式获得一款游戏产品的代理权，按照联合运营协议约定的比例分成，并经公司与联合运商核对数据确认

无误后的分成金额确认营业收入。

（2）代理版权金收入

恺英网络将一次性收取的版权金列为预收账款，分别于协议约定的受益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确认营业收入。

（3）移动互联网产品收入

报告期内移动互联网产品收入主要为移动网络游戏分发收入以及软件应用分发收入，移动网络游戏分发收入确认方式参考恺英网络

游戏产品收入确认原则，软件应用分发收入按产品实际投放消耗量等计算确认。

2、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

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

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

偿，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1）利息收

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2）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

算确定。

（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同行业或同类资产之间的差异及对利润的影响

经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等资料，恺英网络的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残值率

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对恺英网络利润无重大影响。

（三）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确定合并报表时的重大判断和假设，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

1、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财务报表以恺英网络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基于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进行编制。

确定合并报表时的重大判断和假设

恺英网络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由恺英网络控制的主体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3、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

公司名称

是否纳入合并范围

2015年1-2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是

杭州西谷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是

上海英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

上海飞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

上海恺鑫广告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是

上海光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

香港盛晟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 -

苏州聚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 -

上海欣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 -

上海欣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 -

北京恺英创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是 是 是

上海方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是 - -

备注：杭州西谷已于2015年3月25日完成注销；北京恺英于2014年8月28日转让予王悦；上海方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6

日设立，设立时恺英网络持有其80%股权并已于2014年4月15日全部对外转让。

（四）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差异情况

恺英网络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十六、其他情况说明

（一）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恺英网络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二）合规经营及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1、行政处罚

（1）工商行政处罚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徐汇分局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的沪工商徐案处字[2013]第0402013122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恺英网络从

2013年3月开始在其公司网站www.xy.com上使用名为《XY游戏通行证协议》的合同，该合同中存在排除消费者解释权的格式条款，该行

为违反《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构成了经营者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的权利的行为，给予恺英网络警告的处罚。

根据恺英网络提供的资料，恺英网络已改正了违规行为。鉴于上述处罚未对恺英网络的日常运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故该事项不构成

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2）税务行政处罚

①根据上海市徐汇区国税局第十二税务所于2014年6月13日核发的沪国税徐十二罚二[2014]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恺英

网络因为个人玩家提供游戏服务收取费用时没有给个人开具过发票，且对需要发票的个人玩家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造成个人玩家客户

没能取得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被处以1,000元罚款。

②根据苏州市相城区国税局第二税务分局出具的相国税分局告[2014]141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及相国税分局简罚[2014]

140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苏州聚和因逾期未申报增值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被处以100

元罚款。

根据恺英网络提供的资料，恺英网络已缴纳上述罚款并改正了违规行为。鉴于上述罚款金额较小，且未对恺英网络的日常运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故该事项不构成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2、重大诉讼情况

根据恺英网络的说明及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恺英网络目前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情况如下：

（1）2014年5月22日，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广州仙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恺

英网络、广州要玩娱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5,000万元，并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消

除影响。

广州仙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92

号《民事裁定书》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3号《民事裁定书》，广州仙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管

辖权异议被驳回。

根据恺英网络的说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案正在一审审理中。

（2）2014年11月11日，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恺英网络、上海剑圣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昊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趣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天趣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维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5,000万元，并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

消除影响。

2014年12月5日，恺英网络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根据恺英网络的说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案正在一审审理中。

根据上海重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上海重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其授权恺英网络运营的《斩龙传奇》及后续同

品牌系列网络游戏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版权、专利、商标或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如恺英网络因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

（下转A4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