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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和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1月23日下午14：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中山大学凯丰酒店

3、召开方式：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麦少军先生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039,2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0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5,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7人，代表股份5,993,8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62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6,009,3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7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5,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31％；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5,993,8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624％。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6,039,26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009,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郭伟康律师、程俊鸽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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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上市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年11月23日下午在广州中山大学凯丰酒店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1月17日以书

面和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监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 公司监事

及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麦少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议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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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5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结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0月19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757号）的要

求，公司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详细内容见《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修订稿）》。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赖钦祥、麦少军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5名非关联董事对该项议

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议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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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详细内容见《湖南天润实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赖钦祥、麦少军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5名非关联董事对该项议

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及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审华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

度、2014年度、2015年1-6月审计报告》（CHW证审字[2015]� 0280号）。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中审华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度、2014年度、2015年1-6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CHW证审字[2015]0281号）。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

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与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赖钦祥、麦少军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5名非关联董事对该项议

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同意公司与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同意公司与朱洁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同意公司与汪世俊、梅久华、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

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同意公司与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同意公司与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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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公司声明

1、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3、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5、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本

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实施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1、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第八次、

第十三次会议以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和朱洁。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3、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1.82元/股，未低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3月31日（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11.82元/股。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70,219,964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及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5、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8.30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收购上海点点乐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已于2015年3月31日与点点乐的股东签署了收购标的

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5年5月27日与点点乐的股东签署了收购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8.00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对价收购该等公司的全部股份。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近三年，因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值，因此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的主营业务将得到大幅提升，预计未来在弥补亏损后公司可以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关于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

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最近三年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未分配利润使用安排情况，详见本预案“第六节公司

股利分配政策及股利分配情况” 。

7、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及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社会公众股比例将不低于25%，不存在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之情形。

8、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9、本次非公开发行聘请了专业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拟收购资产进行相关的审计、盈利预测审核、

评估工作，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已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一并公

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参阅。

重大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等。 本次交易能否取

得上述批准及取得上述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方案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上述审批风险。

2、交易无法达成风险

（1）上市公司已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约定了违

约责任，但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公司股价下滑或标的公司方自身因素等情况导致标的公司方违约、收购失败的风

险；

（2）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已与相关战略投资者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和《股份认购补充

协议》等并约定了违约责任，但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公司股价下滑或认购对象自身因素等情况导致认购对象违约、

发行失败的风险；

（3）若交易过程中，拟购买资产业绩大幅下滑，或出现不可预知的重大影响事项，则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

止或被取消。 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如需重新进行，则交易亦需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

3、标的公司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点点乐的盈利承诺方承诺点点乐2015-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6,500万元、8,125万元和10,150万元。 点点乐未来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预期将呈现

较快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剧、技术更新较快等原因可能出现业绩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4、标的公司在研游戏推迟上线的风险

目前标的公司在研的两款游戏《陌陌劲舞团2》、《全民恋爱》的研发进展较原预测均有所推迟。 标的公司正加

快推进游戏的研发完善，但在研游戏未来推出计划仍可能受到玩家偏好、移动网络技术革新、市场竞争、游戏内容

调整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在研游戏开发进度再次偏离预期，带来游戏无法按计划推出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5、标的公司增值率较高和商誉减值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点点乐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游戏行业为轻资产运营，相对于游戏行

业较强的盈利能力，其账面净资产较小，进而导致评估增值率较高。 在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定价估值溢价水

平较高的风险。

公司本次收购点点乐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

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该等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要在未来各会计年

度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确认较大金额的商誉，若标的公司未来不能较好地实现预期收益，则

前述商誉将存在减值风险。 如果未来出现集中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情况，将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

影响。

6、业绩补偿承诺无法实施的违约风险

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如点点乐在2015-2017年度中某一会计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核确认的实际盈利数未能达到承诺的利润数，其差额部分应由点点乐原股东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生效时各自持

有点点乐的股权比例向天润控股补偿。由于本次交易对价80,000.00万元全部以现金进行支付，其中在股权交割日

起5个工作日内将首次向点点乐原股东支付59,000.00万元， 剩余部分将在2015-2017各年度相关审核报告（即

《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分三次分别支付7,000万元，因此在业绩补偿期，如

点点乐无法实现承诺的利润，将可能出现交易对方仍锁定的股份及尚未支付股权交易款对应的金额合计低于交易

对方应补偿金额之情形。 上述情况出现后，某一交易对方可能拒绝依照约定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之情形。 因此，本次

交易存在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

7、收购完成后的经营管理风险

（1）业务变动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后，公司主营业务将整体转型为网络游戏的研发运营，同时公司的资产规

模将会大幅增长，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组织架构、员工素质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 如果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没能够

及时提高，给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2）标的公司管理层为完成业绩承诺而采取短期经营策略的风险

《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标的公司在未来三年内需要实现的净利润金额，标的公司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预期将呈现较快速度的增长。 鉴于此，若出现经营状况不佳的不利情形，标的公司管理层有可能采取如降低

研发支出、推迟产品研发计划、提前透支未来收入等不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短期经营行为，以提高当期收入和

利润。

8、重组后上市公司长期无法分红的风险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CHW证审字[2015]0033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

的母公司报表下的未分配利润为-22,196.98万元。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全额继承该等累计未弥补亏损。受此影

响，公司将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完全弥补累计未弥补亏损，进而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或通过公开

发行证券进行再融资。 提请投资者关注由此带来的风险。

9、每股收益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加申请人的股本总额及净资产规模，若募集资金拟收购项目未能及时纳入上市公司的合

并报表或者未能达到预期的盈利水平， 申请人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将可能低于股本及净资产的增长速度，

存在发行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短期被摊薄的风险。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一、一般术语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天润控股、

申请人、发行人

指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点点乐、标的公司 指 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恒润华创 指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恒润互兴 指 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乐点投资、上海乐点 指 上海乐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逸帆投资 指 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君创铭石 指 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咸城信阳 指 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贵丽妃凰 指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翠壁华峰 指 新余市翠壁华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新余乐点 指 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兵马奔腾 指 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联创盛景 指 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乐润点 指 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安赐 指 南京安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君联同创 指 深圳前海君联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君创基金 指

深圳前海君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深圳前海君联同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京创华荣 指 新余市京创华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融财致胜 指 新余市融财致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京财银信 指 新余市京财银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祈愿卓慧 指 新余市祈愿卓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创享富途 指 新余市创享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丰联银泰 指 新余市丰联银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君创世纪 指 新余市君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君联伟业 指 新余市君联伟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原股东 指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新余市

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Apple�Inc. 指 美国苹果公司

晶绮科技 指 晶绮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百度紫桐 指 天津百度紫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侠娱 指 上海侠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TC 指 VTC?MOBILE?SERVICES?JOINT�STOCK?COMPANY

陌陌科技 指 成都陌陌科技有限公司

陌陌 指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动

社交软件

《陌陌劲舞团2》 指

陌陌科技授权点点乐开发的一款游戏， 由点点乐负责研发，由

陌陌科技负责在其平台推广及第三方平台的推广，《陌陌劲舞

团2》为暂定名，在不同平台运营推广时陌陌科技会根据当时

市场推广情况采用具体名称

UC九游 指 UC九游是UC优视旗下游戏平台，全面负责UC游戏业务

《心动劲舞团》 指

陌陌科技在UC九游平台推广运营的《陌陌劲舞团2》游戏产品

的具体取名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指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指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一）

《股权转让协议》 指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联创

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汪世俊、梅久华及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指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联创

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汪世俊、梅久华及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补充协议

《专项审核报告》 指

由天润控股及原股东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就点点乐承诺期内各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

《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指

在利润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由天润控股及原股东共同认可

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点点乐股权进行减值

测试审核，并在天润控股公告前一年度年报后30个工作日内出

具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股权交割日 指 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至天润控股名下之日

工作日 指

除周六、周日、国务院指定的法定假日（依据国务院对工作日和

非工作日的任何年度安排而调整）以外且中国的商业银行进行

营业的任何一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预案、预案（修订稿） 指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

发行/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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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年修订)》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专业术语

流水 指 网络游戏用户在游戏运营平台上对游戏标的物的充值金额

注册用户数 指 每款游戏中注册的游戏账号数量合计

CPS 指 以实际销售产品数量来换算广告费用金额

Apple�store 指 由苹果公司经营的网络电子产品下载运营平台

本预案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nan�Tianrun�Enterprises�Holding�Co.,�Ltd.

股票简称： 天润控股

股票代码： 002113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麦少军

公司成立时间： 1989-04-02

公司上市日期： 2007-02-08

注册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九华山2号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石化大厦6楼

邮政编码： 414000

电话号码： 0730-8961198

传真号码： 0730-8961178

公司网址： www.trfz.com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尿素、液氨、甲醇、农用碳酸氢铵及复合肥；销售政策允许的化工

产品、化工原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管制器材和卫

星地面接受设施）、矿产品；生产、销售塑料包装产品；生产、销售、安装公路

金属防护栅；凭资质证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的投资及物业租赁；酒店管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1、“互联网+”时代下，移动互联网游戏迅速发展

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人们学习、工作及生活状态，引领社会发展前进，“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以

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2015年3月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及改变。移动互联

网作为互联网的核心组成部分，近年来在3G、4G技术的应用及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下为移动互联网的持续发展注

入较大能量，“互联网+”将形成“移动互联网+”重要分支支撑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

年增加5,672万人，使用手机终端上网人群占比提升至85.82%，极大促进着包括手机游戏、移动搜索、移动视频、移

动支付等在内的移动应用产业快速发展。

游戏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元素，在“互联网+”时代引导，互联网游戏产业发展欣欣向荣，其中移动互

联网游戏产业正飞速发展。 据《2014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总体实际

销售收入为1,114.80亿元，较2013年增长37.70%，连续四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4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为274.90亿元，同比2013年增长144.60%，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2、把握移动互联发展契机，逐步实现业务优化

公司在成立之初主要从事尿素、碳铵、液氨、粗醇等化肥、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但目前已退出化工生产业

务，正处于转型阶段，整体盈利能力较弱、主业暂不突出，亟需寻求适合转型的业务领域。 在“互联网+”时代引导

下，移动互联网游戏产业正飞速发展，其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从业企业多为轻资产型高科技企业，消费者单次消

费金额小、消费周期短、用户累计较好，行业整体前景向好，正是公司适合转型的业务领域。

据此，公司审时度势，把握移动互联的发展契机，将以本次交易作为公司整体业务转型的重要布局，拟注入具

有较强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优质资产，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主营业务整体转型，切实增强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持续回报全体股东。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1、推动业务转型，奠定多元化综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点点乐致力于移动平台休闲网络游戏的研发运营，以研发精品游戏为发展战略，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以品质取

胜。

点点乐依托创始研发团队，长年从事网络游戏行业工作经历和后续专业人才的补充引进，开发出融和社交、时

尚、竞技、休闲等元素的3D音乐舞蹈手机网游———《恋舞OL》，以八种核心操作模式、多途径的开放交互及社交功

能、流畅绚丽的3D动作画面和流光效果赋予玩家差异化喜好操作模式、增强情感交流及游戏粘性，目前标的公司与

360、UC、百度、91、晶绮科技、VTC�MOBILE等国内外多家知名游戏平台或广告联盟平台合作推广运营，已在全球

多个国家成功上线运营《恋舞OL》。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其境内外累计注册用户达2,555万人、累计总流水已达

28,173万元，成为移动端音乐舞蹈游戏类的优秀产品，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口碑。 通过长期实践，公司

研发团队对移动休闲网络类型游戏的核心玩法设计、玩家偏好把握以及基础技术架构等方面已形成丰富经验和深

刻理解，同时积累了移动休闲网络类型游戏的用户规模基础，为后续储备游戏项目有效开展形成良好铺垫。

点点乐作为移动互联网游戏行业的优秀企业，将通过本次交易为公司注入互联网游戏、休闲娱乐文化等元素，

促使公司转型成以移动互联网游戏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奠定了公司未来多元化综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2、借力移动网络游戏，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注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移动互联网游戏的研发及运营业务，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经营状况，提高资产质量，增强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最大化。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持有点点乐100%的股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双方同意，就标的公司净利润作

出的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交易对方承诺，承诺期为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标的公司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500万元、8,125万元和10,150万元。 前项净利润指标

为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朱洁。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除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发行对象均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本

公司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赖淦锋控制，为本公司关联公司。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本次发行的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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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11.82元/股（未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1.82元/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及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二）发行数量及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70,219,964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相同的比例进行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发行数量上限、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有投资者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发行对象的认购

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

（股）

认购金额

（万元）

1 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406,655 27,666.67

2 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25,324 22,133.33

3 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62,662 11,066.67

4 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68,189 8,000.00

5 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68,189 8,000.00

6 朱洁 5,188,945 6,133.33

合计 70,219,964 83,000.00

（三）限售期

所有特定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之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七）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3,000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约

80,500万元）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1 天润控股 购买点点乐100%股权项目 80,000.00 80,000.00

2 天润控股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 500.00

合计 80,500.00 80,500.00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的部分由

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高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则超过部

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原则上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 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

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调整。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3263号），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两种方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整体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

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标的公司的评估价值为80,114.35万元，评估增值77,224.38万元，增值率2,672.15%。

根据公司与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80,000万元。

六、盈利承诺与利润补偿协议

（一）盈利承诺

本公司本次收购点点乐100%股权涉及的盈利承诺之承诺期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

分别向本公司转让点点乐36.00%、24.00%、20.00%和20.00%股权的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

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

诺点点乐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

500.00万元、8,125.00万元、10,150.00万元。

（二）利润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1、盈利补偿

如在承诺期内，若点点乐当年度未能达到原股东向天润控股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则原股东应在当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出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完成全部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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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结果小于0的，天润控股不将此前已取得的补偿返还给原股东。

2、减值补偿

在利润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即在2018年6月30日前，天润控股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审核，并在天润控股公告前一年度年报后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根据

《减值测试审核报告》，若标的股权发生减值且在承诺期末减值额大于原股东已补偿总额（具体为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股份总额总数×本次发行价格+现金补偿总额），则原股东应对天润控股另行补偿。 因标的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

的计算公式为：

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原股东在承诺期内已支付的补偿额

原股东应在《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天润控股支付减值补偿金额。 标的

股权减值补偿金额与盈利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原股东所获得的交易价格总和。

3、股票方式补偿

点点乐原股东需向天润控股进行盈利补偿或减值补偿，原股东不能以现金完成补偿的，不足部分由天润控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方的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无锡天

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按一定规则进行补偿。

（三）利润奖励及奖励方式

承诺期满，若点点乐在承诺期内实现的业绩总额超过原股东的承诺，则超出承诺部分利润的50%，由点点乐作

为奖励按原股东在本次交易前所持点点乐的股权比例支付给原股东，因此而产生的税费，由原股东承担。

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实质上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购买点点乐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有点点乐100%

的股权。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及第十四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指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比较

指标

标的公司（点点乐）

上市公司

占比

（标的公司/上

市公司）

比较结果

财务数据、

交易价格

孰高

资产

总额

3,873.76

80,000.00 11,877.50 673.54% 占比>50%

80,000.00

(交易价格)

营业

收入

5,450.91 1,678.95 324.66% 占比>50%

资产

净额

2,889.95

80,000.00 9,461.11 845.57%

占比>50%，且标的公司

资产净额指标大于 5,

000万元

80,000.00

(交易价格)

注：标的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资产净额数据来自其经审计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营

业收入和资产净额数据来自其经审计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 交易价格为本次交易中对标的公司100%股权的定

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资产净额指标均达到相关指标，因此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实质上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八、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实际控制人赖淦锋控制的恒润互兴已于2015年3月31日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于2015年5月27日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补充协议》，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

认购价格认购。 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赖淦锋控制的恒润华创及其关联方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予以回避表决。

九、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实际控制人赖淦锋控制的恒润华创持有公司股份25,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45%，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中，赖淦锋控制的恒润互兴将认购23,406,655股，发行后赖淦锋通过恒润华

创、恒润互兴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5.88%股份，持股比例超过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近15.95%，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认购方

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数

（股）

发行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恒润华创 25,400,000 21.45% - 25,400,000 13.47%

恒润互兴 - - 23,406,655 23,406,655 12.41%

天乐润点 - - 18,725,324 18,725,324 9.93%

逸帆投资 - - 9,362,662 9,362,662 4.96%

咸城信阳 - - 6,768,189 6,768,189 3.59%

君创铭石 - - 6,768,189 6,768,189 3.59%

朱洁 - - 5,188,945 5,188,945 2.75%

其他股东 93,000,000 78.55% - 93,000,000 49.31%

总股本 118,400,000 100.00% 70,219,964 188,619,964 100.00%

注：股份数量按照认购金额除以增发价格计算得到，股份不足1股的，向下取整。

本次发行后，赖淦锋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会改变，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2015年3月，天润控股控股股东恒润华创出具《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减持天润控股的股

份。 2015年11月，天润控股实际控制人赖淦锋出具《承诺函》，承诺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减持其通过恒润华创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安排。

十、本次发行方案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经2015年3月31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5年5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2015年11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5年6月17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需由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准

程序。

第二节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nan� Tianrun� Enterprises�Holding� Co.,� 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润控股

股票代码：002113

注册资本：11,8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麦少军

董事会秘书：江峰

证券事务代表：刘湘胜

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九华山2号

办公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六楼

联系电话：0730-8961198

联系传真：0730-8961178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1、设立及股权变更情况

（1）1989年设立

1988年3月12日，岳阳市财政局会同市经委、市体改办、市审计局、市人民银行、市工商银行及岳阳化肥厂七家

单位组成了资产清理工作组，对岳阳化肥厂的全部资产进行了清理和划分，并出具了《岳阳化肥厂实行股份制资产

清理和财产划分的说明》。

1988年3月23日，岳阳市人民政府以岳政发[1988]11号文《批转市经委〈关于对岳阳化肥厂试行股份制经营的

报告〉的通知》同意岳阳化肥厂试行股份制经营。

198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以湘银[1988]400号文《关于同意岳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首

期股票的批复》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2,000万元，以岳阳化肥厂清产核资后的资产折股1,575万元，其余425万

元向社会公开发行。

在公开募股过程中，由于当时股份制作为新生事物正处于探索、试点阶段，企业缺乏发行经验，致使实际向社

会公开募集325万元。 岳阳市财政局对募集资金进行了验证并于1988年12月20日出具《岳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资

金证明》，确认上述出资真实、到位。 1989年4月2日，公司在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取了注册号为湘岳

市工商企18608058-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设立时，公司股本总额19,000股，每股面值1,000元。 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数量（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岳阳市财政局 15,750.00 82.89%

自然人股东（815人） 3,250.00 17.11%

合计 19,000.00 100.00%

（2）1989年补充募集100万元

鉴于公司首次仅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325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湘银[1988]400号文件的批示，

尚余100万元发行额度。因此，公司于1989年1月召开首届股东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作出《关于继续发行社会个人股

票100万元的决议》，批准继续向社会公开发行100万元股票，每股面值1,000元。 1989年2月14日，公司发布岳化工

（89）股字第12号文《募股公开文件》，从1989年2月15日到4月底补充发行个人股100万元。

补充募集结束后，岳阳市财政局于1989年5月6日对补募部分的股本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岳阳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证明》，确认上述出资真实、到位。 公司于1989年10月6日在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

续，并换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次补充募集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20,000股，每股面值1,000元。

本次募集资金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数量（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岳阳市财政局 15,750.00 78.75%

自然人股东（961人） 4,250.00 21.25%

合计 20,000.00 100.00%

（3）1990年股票拆细及配股

1989年12月20日，公司股东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拆细公司原有股票面值的决议》，决定将股票面值拆细，由每

股面值1,000元拆细为每股面值1元，公司股本总额变为2,000万股，股本结构不变。同时，经该次股东代表大会临时

会议通过，并经岳阳市政府出具的《关于同意岳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配售股份方案的批复》（岳政函[1990]6号文）

批准，岳阳化工按不超过1:2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配股价格每股1元。

1990年2月5日，公司发布《配售股份公告》（岳化工（1990）股字第11号），按照1:1.5～2的比例实施配售股

份。 由于岳阳市财政资金紧张，岳阳市人民政府出具岳政函[1990]6号文批复同意“在国家股东控股的前提下，应由

其认购的股份，允许其他法人部分认购” 。在该次配股中，国家股股东岳阳市财政局弃配，岳阳化肥厂职工技术协会

认配105万股，岳阳化肥厂劳动服务公司认配250.14万股，个人股股东共计961人，认配733.09万股，合计1,088.23万

股。

至此，公司总股本为3,088.23万股，其中国家股1,575.00万股，占总股本的51.00%，企业法人股355.14万元，占

总股本的11.50%，个人股（含内部职工股）1,158.09万元，占总股本的37.50%。岳阳市财政局于1990年5月18日出具

了《岳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证明》， 确认上述资金真实、 到位， 岳阳市人民政府于1990年5月25日以岳政函

[1990]18号文《关于确认岳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配售股份结果的批复》对该次配股予以确认。公司于1990年5月28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该次配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3,088.23万股，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数量（万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岳阳市财政局 1,575.00 51.00%

岳阳化肥厂劳动服务公司 250.14 8.10%

岳阳化肥厂职工技术协会 105.00 3.40%

自然人股东（961人） 1,158.09 37.50%

合计 3,088.23 100.00%

（4）1993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993年3月15日，根据岳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岳市国资(1993)17号文《关于明确国家股持股单位的批复》的规

定，公司国家股由岳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

1993年9月22日，经公司1993年股东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增股本的决议》，并经岳阳市体改委

岳体改字[1993]35号文《关于同意岳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转增股本的批复》批准，公司用公积金2,111.77万元同比

例转增股本。

岳阳金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转增股本金进行了验证，并于1993年10月6日出具了岳金会验字（1993）第036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1993年10月20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该次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5,200.00万股，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数量（万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岳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2,652.00 51.00%

岳阳化肥厂劳动服务公司 421.18 8.11%

岳阳化肥厂职工技术协会 176.82 3.40%

自然人股东（961人） 1,950.00 37.50%

合计 5,200.00 100.00%

（5）2001年股权转让

根据2001年12月24日中共岳阳市委和岳阳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岳委发[2001]65号文《岳阳市财政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岳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职能并入岳阳市财政局，其持有的国家股转由岳阳市财

政局持有。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数量（万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岳阳市财政局 2,652.00 51.00%

岳阳市政资金管理中心 200.00 3.85%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广州公司 398.00 7.65%

自然人股东（1,482人） 1,950.00 37.50%

合计 5,200.00 100.00%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2007年1月26日，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13号文，公司公开发行新股2,200.00万

股，发行价为8.08元/股。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本金进行了验证， 并于2007年2月2日出具了深南财验

报字（2007）第YA1—001号《验资报告》。 实施完毕后，公司的总股本为7,400.00万股。 2007年2月8日，经中国证

监会审核通过，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数量（万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5,200.00 70.27%

岳阳市财政局 2,652.00 35.84%

岳阳市财政资金管理中心 200.00 2.70%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广州公司 398.00 5.38%

自然人股东 1,950.00 26.35%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2,200.00 29.73%

社会公众股东（A股） 2,200.00 29.73%

合计 7,400.00 100.00%

（二）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2008年第一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8年7月23日，公司召开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6股，

共计转增股本4,440万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公司总股本为7,400万股，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11,840万

股。

2、2010年控制权变更

2010年5月31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岳阳市财政局的通知，岳阳市财政局拟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国有股25,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4%。

同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事项提示性及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0-025），公告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2010年6月7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委员会批准同意岳阳市财政局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

协议转让所持公司21.45%的股权。

2010年6月9日， 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26），公开征集受让方。

2010年6月17日， 公司发布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0），公告完成公开征集工作。

2010年6月24日，岳阳市财政局与恒润华创签署《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岳阳市财政局关于湖南

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A股的股份转让协议》，岳阳市财政局将所持本公司21.45%（2,540万股）的股

份协议转让给恒润华创，恒润华创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东转让所持部分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0]879号）的同意。

2010年6月21日，公司在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该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数量（万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540.00 21.45%

岳阳市财政局 1,375.88 11.62%

其他股东 7,924.12 66.93%

合计 11,840.00 100.00%

3、2011年更名

2011年1月21日，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公司法定名称变更为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未发生变动，也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四、发行人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排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本性质

1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5,400,000 21.45 A股流通股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823,750 4.92 A股流通股

3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4,579,024 3.87 A股流通股

4 岳阳市财政局 4,149,165 3.50 A股流通股

5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3,065,000 2.59 A股流通股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科技30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32,336 2.56 A股流通股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创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24,780 2.22 A股流通股

8

中国农业银行－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20,141 1.20 A股流通股

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0,000 0.96 A股流通股

10 谢频 1,010,000 0.85 A股流通股

合 计 52,244,196 44.13%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2015年6月30日，恒润华创持有天润控股25,400,000股股份，占天润控股总股本的21.45%，为天润控股

的控股股东。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翰景路1号金星大厦21层

法定代表人：赖淦锋

成立日期：2003年

组织机构代码：75561410-7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交通、能源、环保、高新技术及物业的投资，物业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设计及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安装；销售；工业生产资料（不含小轿车及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百货，针纺织品。

（2）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恒润华创所持有的天润控股股份已质押2,540.00万股。

（3）重要子公司情况

除控股发行人外，恒润华创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所占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1 天马发展 1,500.00 90.00%

物业管理；场地出租；房地产开

发经营等

2 名盛置业 3,000.00 90.00%

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

经营等

3 凯华教育 2,000.00 90.00% 教育产业投资、体育产业投资等

4 恒润置业 2,000.00 80.00%

房地产开发、物业租赁；酒店管

理等

5 深科数码 50.00 70.00%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咨

询等

6 金山置业 2,000.00 6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等

7 华诚物业 2,000.00 60.00%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8 金润酒管 1,000.00 60.00% 酒店投资、旅业、餐饮服务

9 白云投资 1,000.00 50.00% 实业投资、管理咨询

2、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它企业

自然人赖淦锋持有恒润华创70%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赖淦锋先生：197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广州深科园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天

润控股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广东新金山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广东

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常委、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广州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理事会理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董事及校友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务。

2012年5月21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天润控股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以及天润控股重大仲裁事项未及时披露，违反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构成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有

虚假记载、擅自改变公开发行证券所募集资金的用途的行为；对赖淦锋（时任天润控股董事长）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十二个月内受到

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赖淦锋除持有恒润华创70%的股权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天马发展 1,500.00 10.00%

物业管理；场地出租；房地产开

发经营等

2 名盛置业 3,000.00 10.00%

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

经营等

3 凯华教育 2,000.00 10.00%

教育产业投资、 体育产业投资

等

4 深科软件 100.00 70.00%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咨

询等

5 恒润互兴 10,000.00 80.00%

资产管理 （不含许可审批项

目）；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

资金投资等

五、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

业务

802.08 328.57 1,678.95 660.99 1,763.95 729.64 2,314.94 1,364.91

其他

业务

- - - - 1,182.05 1,158.07 5.45 -

合计 802.08 328.57 1,678.95 660.99 2,946.00 1,887.71 2,320.39 1,364.91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产业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完成了对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的全面处置，实现了从化工

生产领域退出。 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依赖金晟大厦的物业租赁收益，营业收入规模偏小，表明公司目前缺乏主业，

尚未形成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2013年度，公司其他业务收入1,182.05万元，较2012年度增长了21,577.11%，主要是公司以招标方式公开处

置公司库存煤炭，将账面价值1,158.07万元的原材料售予广州博资贸易有限公司。

（二）主营业务分行业分析

单位：万元

行

业

名

称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营业

毛利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营业

毛利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营业

毛利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营业

毛利

化

肥

行

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38 14.27 6.11

租

赁

服

务

业

802.

08

328.57

473.5

0

1,

678.95

660.9

9

1017.9

6

1,

693.28

661.

37

1，

031.91

1,

583.35

664.79

918.5

6

贸

易

行

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0.66

68.2

7

2.39 711.21 685.84 25.37

合

计

802.

08

328.57

473.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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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毛利主要来自租赁服务业，即来自金晟大厦的物业租赁收益。

1、化肥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从化工生产领域退出，因此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6月公司化肥行业均未实现

收入，2012年度化肥行业仅实现20.38万元收入，成本为14.27万元，毛利率为29.95%。

2、租赁服务业

报告期内， 租赁服务业收入主要为金晟大厦的物业租赁收益，2012-2014年度及2015年1-6月金晟大厦的物

业租赁收入分别为1,513.35万元、1,619.28万元、1,604.15万元及802.08万元，各年度相应成本均为广州金晟大厦合

同权益年度摊销金额657.14万元，2015年1-6月广州金晟大厦合同权益年度摊销金额328.57万元，对应毛利率分别

为56.58%、59.42%、59.03%、59.03%。

3、贸易行业

报告期内， 公司贸易行业收入为原煤贸易收入，2012年度、2013年度公司向湖北天润煤炭运销有限公司销售

分别了实现了711.21万元、70.66万元，成本分别为685.84万元、68.27万元，毛利率分别为3.57%、3.38%。

六、发行人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天润控股2012年度、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大

华审字[2013]001852号、大华审字[2014]00391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天润控股2014年度和2015年1-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CHW证审字[2015]0033号

和CHW证审字[2015]0230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公司最近三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6月末 2014年末 2013年末 2012年末

资产总计 11,232.03 11,877.50 11,893.30 15,448.21

负债总计 1,969.18 2,416.39 2,556.56 6,480.72

股东权益合计 9,262.85 9,461.11 9,336.74 8,967.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9,262.85 9,461.11 9,336.74 8,967.4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802.08 1,678.95 2,946.00 2,320.39

营业利润 -182.42 53.68 149.88 493.28

利润总额 -182.42 64.13 290.76 493.55

净利润 -228.40 64.13 323.31 498.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28.40 64.13 323.31 498.7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66 590.08 -976.37 83.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59.06 201.16 2,577.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87.00 -1,404.99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4.66 531.02 -688.21 1,255.5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43.23 1,287.89 756.87 1,445.08

（二）主要财务指标表

1、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0.01 -5.38 -58.74

债务重组损益 - 0.00 146.26 0.00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10.47 0.00 59.01

合 计 - 10.45 140.88 0.27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6月末/�

2015年1-6月

2014年末/

2014年度

2013年末/

2013年度

2012年末/

2012年度

流动比率 0.65 0.62 0.32 0.60

速动比率 0.65 0.62 0.32 0.4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9.56 40.99 41.92 55.4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17.53 20.34 21.50 41.9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86 2.08 3.09 2.43

存货周转率（次） - - 1.63 1.17

每股净资产(元) 0.7823 0.7991 0.7886 0.7574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

-0.0376 0.0498 -0.0825 0.00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3 0.0050 0.0270 0.04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3 0.0050 0.0270 0.04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0193 0.0045 0.0150 0.04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44 0.68 3.53 5.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44 0.57 1.99 5.77

第三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恒润互兴概况

公司名称：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赖淦锋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翰景路1号金星大厦2101房（仅限办公用途）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

融资租赁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二）恒润互兴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恒润互兴的实际控制人为赖淦锋。 恒润互兴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恒润互兴的主营业务情况

恒润互兴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四）恒润互兴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赖淦锋为恒润互兴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2年5月21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天润控股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以及天润控股重大仲裁事项未及时披露，违反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构成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有

虚假记载、擅自改变公开发行证券所募集资金的用途的行为；对赖淦锋（时任天润控股董事长）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除上述处罚外，恒润互兴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恒润互兴成立于2015年2月，尚无2014年相关财务数据。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恒润互兴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公告前24个月内，恒润互兴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八）相关承诺

恒润互兴承诺其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恒润互兴承诺在发行人2015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用于认购发行人股份的

资金将全部募集到位并按《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向发行人缴付认购款。

恒润互兴承诺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一）逸帆投资概况

名称：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智权

注册地址：新余高新区城东办事处院内1042号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保险、证劵、期货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伙人情况

1、出资关系图

逸帆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林智权。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逸帆投资的合伙人结构图如下：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逸帆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林智权 1,000.00 10.00% 普通合伙人

黄焕新 9,000.00 9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00 100.00% -

（三）逸帆投资的主营业务情况

逸帆投资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四）逸帆投资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逸帆投资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逸帆投资成立于2015年2月，尚无2014年相关财务数据。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逸帆投资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公告前24个月内，逸帆投资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八）相关承诺

逸帆投资承诺其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逸帆投资承诺在发行人2015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用于认购发行人股份的

资金将全部募集到位并按《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向发行人缴付认购款。

逸帆投资承诺，在取得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后36个月内，不得配合、允许或同意其全体合伙人转让各自持有

逸帆投资的财产份额或减资从逸帆投资退伙，但逸帆投资合伙人由于继承、家庭财产份额分割、司法强制执行等客

观原因导致的财产份额变动除外。

逸帆投资承诺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君创铭石概况

名称：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君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深圳前海君联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注册地址：江西新余袁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伙人情况

君创铭石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前海君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君创铭石的合伙人结构图如

下：

注：深圳前海君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为新余市创享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丰联银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新余市君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君联伟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君联伟业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表：

姓名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邓汉杰 1.19% 有限合伙人

张坤 2.38% 有限合伙人

梁健松 17.86% 有限合伙人

王铁良 1.19% 有限合伙人

黄楚鑫 1.19% 有限合伙人

丰少强 3.57% 有限合伙人

陈庆顺 2.38% 有限合伙人

陈伟明 1.19% 有限合伙人

沈飞 1.78% 有限合伙人

张顺眉 3.57% 有限合伙人

张义水 1.79% 有限合伙人

陈坚城 1.19% 有限合伙人

谢全波 1.19% 有限合伙人

洪晓琴 1.19% 有限合伙人

司徒雪芬 1.19% 有限合伙人

曾福申 2.38% 有限合伙人

郭秀茵 3.57% 有限合伙人

范健威 1.19% 有限合伙人

姚本炼 3.57% 有限合伙人

赵海雁 11.90% 有限合伙人

王红飚 1.79% 有限合伙人

郑冶 1.19% 有限合伙人

赵丽芸 1.79% 有限合伙人

刘彩群 1.19% 有限合伙人

麦月卿 2.38% 有限合伙人

温红燕 1.19% 有限合伙人

贺惠芳 2.38% 有限合伙人

贺惠芬 3.57% 有限合伙人

黄群钊 1.19% 有限合伙人

饶文彬 1.19% 有限合伙人

熊任平 1.19% 有限合伙人

温香池 1.19% 有限合伙人

蔡佳瑜 1.19% 有限合伙人

王迪 1.19% 有限合伙人

陈涛 2.38% 有限合伙人

蔡燕舞 1.19% 有限合伙人

张安生 1.19% 有限合伙人

余亚光 1.79% 有限合伙人

陈奕君 1.79% 有限合伙人

李欣洪 2.38% 有限合伙人

林国泰 1.1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9.99% -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君创铭石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深圳前海君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80 0.01% 普通合伙人

新余市君联伟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00.00 70.00% 有限合伙人

新余市君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33.00 16.67% 有限合伙人

新余市创享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66.20 8.32% 有限合伙人

新余市丰联银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 5.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000.00 100.00% -

（三）君创铭石的主营业务情况

君创铭石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四）君创铭石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君创铭石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君创铭石成立于2015年2月，尚无2014年相关财务数据。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君创铭石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公告前24个月内，君创铭石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八）相关承诺

君创铭石承诺其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君创铭石承诺在发行人2015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用于认购发行人股份的

资金将全部募集到位并按《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向发行人缴付认购款。

君创铭石承诺，在取得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后36个月内，不得配合、允许或同意其全体合伙人转让各自持有

君创铭石的财产份额或减资从君创铭石退伙，但君创铭石合伙人由于继承、家庭财产份额分割、司法强制执行等客

观原因导致的财产份额变动除外。

君创铭石承诺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咸城信阳概况

名称：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安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新余袁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伙人情况

咸城信阳的普通合伙人为南京安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咸城信阳的合伙人结构图如下：

注：南京安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为新余市京创华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融财致胜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新余市京财银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安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骏良投资有限公司均为新余

市祈愿卓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融财致胜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表：

姓名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耿广峰 19.998% 有限合伙人

余俊 19.998% 有限合伙人

李剑玄 19.998% 有限合伙人

张淑华 19.998% 有限合伙人

张丽斌 19.99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9.99%

京财银信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表：

姓名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史宇明 2.855% 有限合伙人

马磊 6.662% 有限合伙人

诸葛樱之 13.001% 有限合伙人

刘新生 3.807% 有限合伙人

黄家伟 7.614% 有限合伙人

陈昌凤 3.807% 有限合伙人

郭廉 3.807% 有限合伙人

韦祖康 3.807% 有限合伙人

陈建明 3.807% 有限合伙人

张蓓 11.421% 有限合伙人

张金义 3.807% 有限合伙人

时诚 2.855% 有限合伙人

李晶 11.421% 有限合伙人

姚海燕 8.566% 有限合伙人

胡春凡 4.188% 有限合伙人

陈一夫 5.710% 有限合伙人

李宁 2.85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9.99%

祈愿卓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表：

姓名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周剑科 30% 有限合伙人

周晓峰 8.571% 有限合伙人

杨克聪 5.714% 有限合伙人

周春盛 8.571% 有限合伙人

江月丽 5.714% 有限合伙人

佟小冬 5.714% 有限合伙人

邢琦媛 25.143% 有限合伙人

许冬梅 8.571%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8.00%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咸城信阳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南京安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72 0.009% 普通合伙人

新余市京创华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19.12 10.239% 有限合伙人

新余市融财致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61.52 18.269% 有限合伙人

新余市京财银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2.00 43.775% 有限合伙人

新余市祈愿卓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16.64 27.70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000.00 100.00% -

（三）咸城信阳的主营业务情况

咸城信阳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四）咸城信阳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咸城信阳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咸城信阳成立于2015年1月，尚无2014年相关财务数据。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咸城信阳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公告前24个月内，咸城信阳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八）相关承诺

咸城信阳承诺其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咸城信阳承诺在发行人2015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用于认购发行人股份的

资金将全部募集到位并按《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向发行人缴付认购款。

咸城信阳承诺，在取得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后36个月内，不得配合、允许或同意其全体合伙人转让各自持有

咸城信阳的财产份额或减资从咸城信阳退伙，但咸城信阳合伙人由于继承、家庭财产份额分割、司法强制执行等客

观原因导致的财产份额变动除外。

咸城信阳承诺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天乐润点概况

名称：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梅久华

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777号A3幢3层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伙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天乐润点的普通合伙人为梅久华。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天乐润点的合伙人结构图如下：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天乐润点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梅久华 1.00 20.00% 普通合伙人

汪世俊 4.00 8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00 100.00% -

2、合伙人简历

汪世俊，男，1980年2月16日出生，身份证号：42100219800216****，住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汉路******。

最近五年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2012.10至今 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是

2014.9-2015.09 厦门炫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是

2010.10至今 上海炫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是

2007.05-2010.08 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程序经理 否

梅久华，男，1983年9月9日出生，身份证号：34082619830909****，住所：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趾凤乡趾凤村老

屋组******。 最近五年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2012.10至今 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是

2014.9-2015.09 厦门炫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是

2010.10至今 上海炫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是

2007.01-2010.07 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发主管 否

3、合伙人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汪世俊除投资点点乐外，主要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持股比

例

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炫趣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50.00万元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的研

发，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咨询、

服务、开发、转让

50.00% 汪世俊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0.00万元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66.67% 汪世俊

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00万元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63.37% 汪世俊

注：上海炫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梅久华除投资点点乐外，主要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持股比

例

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炫趣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50.00万元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的研

发，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咨询、

服务、开发、转让

25.00% 汪世俊

新余市翠壁华峰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万元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0.001% 杨珂

注：上海炫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三）天乐润点的主营业务情况

天乐润点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四）天乐润点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天乐润点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天乐润点成立于2015年5月，尚无2014年相关财务数据。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天乐润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公告前24个月内，天乐润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八）相关承诺

天乐润点承诺其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天乐润点承诺在发行人2015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用于认购发行人股份的

资金将全部募集到位并按《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向发行人缴付认购款。

天乐润点承诺，在取得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后36个月内，不得配合、允许或同意其全体合伙人转让各自持有

天乐润点的财产份额或减资从天乐润点退伙，但天乐润点合伙人由于继承、家庭财产份额分割、司法强制执行等客

观原因导致的财产份额变动除外。

天乐润点承诺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朱洁

（一）主要简历

朱洁， 女，1979年12月23日出生， 身份证号：31010419791223******，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友谊二村34号

******。 最近五年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起止日期 任职单位 职务

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2005年至今 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 公关部经理 朱洁配偶姚晓华所投资的公司

（二）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朱洁无对外投资情况。

（三）最近五年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朱洁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朱洁及其关联方所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

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五）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公告前24个月内，朱洁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六）相关承诺

朱洁承诺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朱洁承诺在发行人2015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备案前，用于认购发行人股份的资金

将全部募集到位并按《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向发行人缴付认购款。

朱洁承诺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四节 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年3月31日，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人恒润互兴、逸帆投资、君创铭石、咸城信阳、朱洁以及汪

世俊梅久华两人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2015年5月27日，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人恒润互兴、逸

帆投资、君创铭石、咸城信阳、天乐润点以及朱洁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2015年11月23日，公司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人恒润互兴、逸帆投资、君创铭石、咸城信阳、天乐润点以及朱洁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补充

协议（一）》。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认购方式与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合计70,219,964股，6名认购人全部以现金进行认购，其中：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

（股）

认购金额

（万元）

1 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406,655 27,666.67

2 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25,324 22,133.33

3 新余高新区逸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62,662 11,066.67

4 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68,189 8,000.00

5 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768,189 8,000.00

6 朱洁 5,188,945 6,133.33

合计 70,219,964 83,000.00

认购方中的合伙企业逸帆投资、天乐润点、咸城信阳、君创铭石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后，且至迟不晚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完成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手续之日，认购方全体合伙人按照各自对认购方

的出资比例，将认购方认购本公司股份的认购资金全部缴足。

认购方中恒润互兴、朱洁亦承诺，将按协议约定按时缴款。

二、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每股认购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天润控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11.82元/股。

本公司和认购人双方同意并确认，如果本公司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应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进

行相应调整。

三、认购方

认购方保证，按照本公司要求提供载明其合伙人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的合法有效的合伙

协议；其全体合伙人均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

四、支付方式

认购人根据本公司的书面缴款通知，在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由认购人按

照本公司与保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

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五、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本公司和认购人双方同意并确认，认购人在本协议项下认购的股票应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认购人在取得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后36个月内，不得配合、允许或同意其全体合伙人转让各自持有认购人

的财产份额或减资从认购人退伙，但认购人的合伙人由于继承、家庭财产份额分割、司法强制执行等客观原因导致

的财产份额变动除外。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1、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均通过决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2、本次

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七、违约责任

本公司和认购人双方同意并确认，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均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和履行本协议的规

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的相关保证及义务，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若认购人未能按要求向天润控股支付认

购资金，应向天润控股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

第五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主要是为了收购贵丽妃凰、 新余乐点、 联创盛景和兵马奔腾分别持有的点点乐36.00%、

24.00%、20.00%和20.00%的股权。

一、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基本情况

名称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办公地址 新余市洋坊西路3号

主要经营场所 新余市洋坊西路3号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1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汪世俊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502310012861

税务登记证号 360502327717660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32771766-0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2月10日

（二）出资结构

目前贵丽妃凰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承担责任方式

1 汪世俊 6.67 66.67% 无限责任

2 梅久华 3.33 33.33% 有限责任

合计 10.00 100%

（三）股权控制关系图

（四）主要合伙人基本情况

1、汪世俊

汪世俊的基本情况参见“第三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五、 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合伙人情况/2、合伙人简历/汪世俊”

2、梅久华

梅久华的基本情况参见“第三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五、 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合伙人情况/2、合伙人简历/梅久华”

（五）下属主要企业名录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贵丽妃凰除持有点点乐36%股权外，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或控制其他公司。

（六）主营业务情况及财务数据

贵丽妃凰成立于2015年2月。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贵丽妃凰尚未实质性经营业务，无财务数据。

（七）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贵丽妃凰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同业竞争的情况，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况。

（八）最近五年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贵丽妃凰不存在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九）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最近五年，贵丽妃凰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

二、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基本情况

名称 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办公地址 新余市天工南大道102号

主要经营场所 新余市天工南大道102号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 5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汪世俊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502310012923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33287825-8

税务登记证号 360502332878258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2月13日

（二）出资结构

新余乐点由汪世俊、付丰、谈峰、李剑、郭虎、龚仕玉、黄廷辉、黄峻、胡昆、班帅等11人出资设立，设立时认缴出资

额为5万元。 出资比例如下表

合伙人 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汪世俊 普通合伙人 3.1685 63.37%

李剑

有限合伙人

0.0785 1.57%

胡昆 0.5755 11.51%

郭虎 0.4710 9.42%

黄廷辉 0.1745 3.49%

付丰 0.1745 3.49%

梁亮 0.1220 2.44%

黄峻 0.1745 3.49%

龚仕玉 0.0350 0.70%

谈峰 0.0175 0.35%

班帅 0.0085 0.17%

合计 - 5.0000 100.00%

（三）股权控制关系图

（四）主要合伙人基本情况

1、汪世俊（普通合伙人）

汪世俊的基本情况参见“第三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五、无锡天乐润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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