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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简称：宁波富邦 股票代码：600768 上市地点：上交所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交易对方名称或姓名 住所 通讯地址

何云鹏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华路****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366号

天府软件园E5-14

陈琛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南大道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路甲4号3号楼宏

源大厦701室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风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

公楼513室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

号办公楼513室

新余天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

城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

生态城

深圳华旗汇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NEO大

厦B座21C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NEO

大厦B座21C

成都鼎兴量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1栋1单元16

楼1604号

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1栋1单元

16楼1604号

杭州华弘湖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杭州市上城区凤山新村217号183室 杭州市上城区凤山新村217号183室

张普 成都市青羊区宁夏街****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366号

天府软件园E5-14

深圳华旗汇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NEO大

厦B座21C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NEO

大厦B座21C

蒙琨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警钟街****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366号

天府软件园E5-14

周星佑 成都市高新区紫荆南路****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366号

天府软件园E5-14

新余欧姆量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老东街21号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老东街21号

杜伟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华府大道一段****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1366号

天府软件园E5-14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 住所 通讯地址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长春路2号4、5楼 宁波市海曙区长春路2号4、5楼

杭州君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煦

定增1号私募投资基金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500

号6幢4单元873室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中田大

厦708室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君心

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基金2号资产管理

计划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

新世商务中心36层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

号新世商务中心36层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富邦鼎鑫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

公楼1828室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

号办公楼1828室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富邦德盛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

公楼1828室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

号办公楼1828室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富邦融汇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号办

公楼1828室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八

号办公楼1828室

宋汉平 宁波市高新区***号 宁波市海曙区长春路2号4、5楼

深圳华旗汇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NEO大

厦B座21C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香蜜湖NEO

大厦B座21C

交易各方声明

一、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预案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重组之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

真实性和合理性。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将在本次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

或批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 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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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声明与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均已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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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声明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的、原始的书

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等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系准确和完整的，所有文件的签

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无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对由此而发生的相关各方的全部损失将

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

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

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锁定股份

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三、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声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 ）接受委托，担任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特此承诺，本机构及相关人员保证披露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预案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一、一般名词释义

本公司、上市公司、宁波富邦 指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富邦控股 指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指

宋汉平、华声康、郑锦浩、宋汉心、徐积为、周波、周明永、胡铮辉、徐跃

进、王玉龙、傅才、韩树成、林阿云、黄小明等共十四人

标的公司 指 成都天象互动数字娱乐有限公司、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天象互娱 指 成都天象互动数字娱乐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天象互动 指 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交易标的 指

成都天象互动数字娱乐有限公司100%股权、 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

交易对方 指 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指

何云鹏、陈琛、航风投资、天歌投资、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

普、蒙琨、周星佑、华旗汇瑞、欧姆量合、杜伟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配套资金认购方、

配套融资方

指

富邦控股、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华旗汇鼎、安信基

金资管计划、君煦基金

富邦鼎鑫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富邦鼎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之一

富邦德盛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富邦德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之一

富邦融汇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富邦融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之一

君煦基金 指

杭州君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煦定增1号私募投资基金 （拟设立），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之一

君煦投资 指

杭州君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煦定增1号私募投资基金（拟设立）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安信基金资管计划 指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君心盈泰互联网健康产业基金2号资产

管理计划，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之一

华旗汇鼎 指

深圳华旗汇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

购方之一

华弘湖泰 指

杭州华弘湖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象互娱及天象互动

的股东之一

鼎兴量子 指

成都鼎兴量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象互娱及天象互动的股东之一，

以其设立和管理的国金量子天象游戏股权投资基金投资

国金天象游戏基金 指

国金量子天象游戏股权投资基金，是由成都鼎兴量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私募基金

华旗汇瑞 指 深圳华旗汇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象互娱股东之一

华旗汇晟 指 深圳华旗汇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象互娱股东之一

华旗盛世 指

深圳华旗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深圳华旗汇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华旗汇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华

旗汇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欧姆量合 指 新余欧姆量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象互娱股东之一

天歌投资 指 新余天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象互娱股东之一

航风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象互娱股

东之一

上海慧泽 指

上海慧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风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天津天象 指 天津天象互动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天象互娱全资子公司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协议》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协议》、《股份认购

协议》

指

宁波富邦与富邦控股等8名配套资金认购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

预案、本预案 指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预案摘要、本预案摘要 指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6年3月31日

过渡期间 指

自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标的资产

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

利润补偿期间 指

2016年、2017年、2018年， 如本次交易不能在2016年度完成标的资产

过户，则利润补偿期间变更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

报告期 指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1-3月

业绩承诺方、利润补偿承诺方、净利润承

诺方

指

何云鹏、陈琛、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星佑、华

旗汇瑞、欧姆量合、杜伟

管理层净利润承诺方 指 何云鹏、张普、蒙琨、周星佑、杜伟

投资者净利润承诺方 指 陈琛、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华旗汇瑞、欧姆量合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文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前身

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2013年3月14日国务

院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

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随后更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版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是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

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长江保荐、独立财务顾问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大华、大华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评估师、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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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格式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预案摘要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全

文同时刊载于上交所（www.sse.com.cn）网站。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预案全文，并特别注意

下列事项：

一、本次重组方案简要介绍

（一）交易方案概述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象互娱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何云鹏、陈琛、航风投资、天歌投资、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星

佑、华旗汇瑞、欧姆量合和杜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象互娱100%股权。 其中何云鹏、张普、蒙琨、周

星佑和杜伟交易对价的50%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余50%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陈琛、航风投资、天歌投

资、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华旗汇瑞、欧姆量合交易对价的40%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余60%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为宁波富邦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股票发行价格选取的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经交易各方协商

确定股票发行价格为18.57元/股，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进行调整。上市公

司购买交易各方持有天象互娱股权的比例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对价总金额（元） 现金对价（元） 股份对价（股）

1 何云鹏 35.4133% 1,328,000,000 664,000,000 35,756,596

2 陈琛 21.9556% 823,333,333 329,333,333 26,602,046

3 航风投资 13.3333% 500,000,000 200,000,000 16,155,088

4 天歌投资 6.6667% 250,000,000 100,000,000 8,077,544

5 华旗汇晟 4.8622% 182,333,333 72,933,333 5,891,222

6 鼎兴量子 4.4444% 166,666,667 66,666,667 5,385,029

7 华弘湖泰 4.4444% 166,666,667 66,666,667 5,385,029

8 张普 2.6356% 98,833,333 49,416,667 2,661,102

9 蒙琨 1.8534% 69,503,333 34,751,667 1,871,387

10 周星佑 1.8534% 69,503,333 34,751,667 1,871,387

11 华旗汇瑞 1.4844% 55,666,668 22,266,666 1,798,600

12 欧姆量合 0.8889% 33,333,333 13,333,333 1,077,005

13 杜伟 0.1643% 6,160,000 3,080,000 165,858

合计 100.00% 3,750,000,000 1,657,200,000 112,697,893

注：本次公司向天象互娱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本次公司向各交易对方

发行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各交易对方向公司出让标的股权的出资比例－各交易对方取得

的现金对价金额）÷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发行股份数量按向下取整原则精确至个位数，

对于不足1股部分的对价，豁免公司支付。

2、支付现金购买天象互动100%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何云鹏、陈琛、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星佑、杜伟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天象互动100%股权。 上市公司购买交易对方持有天象互动股权的比例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对价总金额（元） 现金对价（元）

1 何云鹏 45.8400% 68,760,000 68,760,000

2 陈琛 35.8400% 53,760,000 53,760,000

3 鼎兴量子 5.0000% 7,500,000 7,500,000

4 华弘湖泰 5.0000% 7,500,000 7,500,000

5 张普 3.3700% 5,055,000 5,055,000

6 蒙琨 2.3700% 3,555,000 3,555,000

7 周星佑 2.3700% 3,555,000 3,555,000

8 杜伟 0.2100% 315,000 315,000

合计 1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富邦控股、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华旗汇鼎、安信基金资管计划、君煦

基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84,280万元，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发行费用及交易税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宁波富邦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

价格为18.5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本公司如有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协议约定对发行价格

及发行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中，配套资金认购方所认购的股票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认购方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华旗汇鼎 642,800,000 34,614,970

2 富邦控股 344,134,080 18,531,722

3 宋汉平 250,000,000 13,462,574

4 富邦鼎鑫 222,840,000 12,000,000

5 富邦融汇 115,802,520 6,236,000

6 安信基金资管计划 100,000,000 5,385,029

7 君煦基金 100,000,000 5,385,029

8 富邦德盛 67,223,400 3,620,000

合计 1,842,800,000 99,235,324

如股东大会确认的其他任一配套资金认购方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其原承诺认购股份的，则该等认购

放弃部分由富邦控股进行足额认购。

4、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富邦控股 47,162,160 35.2622% 65,693,882 19.0042%

2 何云鹏 - - 35,756,596 10.3438%

3 华旗汇鼎 - - 34,614,970 10.0136%

4 陈琛 - - 26,602,046 7.6956%

5 航风投资 - - 16,155,088 4.6734%

6 宋汉平 - - 13,462,574 3.8945%

7 富邦鼎鑫 - - 12,000,000 3.4714%

8 天歌投资 - - 8,077,544 2.3367%

9 富邦融汇 - - 6,236,000 1.8040%

10 华旗汇晟 - - 5,891,222 1.7042%

11 鼎兴量子 - - 5,385,029 1.5578%

12 华弘湖泰 - - 5,385,029 1.5578%

13 安信基金资管计划 - - 5,385,029 1.5578%

14 君煦基金 - - 5,385,029 1.5578%

15 富邦德盛 - - 3,620,000 1.0472%

16 张普 - - 2,661,102 0.7698%

17 蒙琨 - - 1,871,387 0.5414%

18 周星佑 - - 1,871,387 0.5414%

19 华旗汇瑞 - - 1,798,600 0.5203%

20 欧姆量合 - - 1,077,005 0.3116%

21 杜伟 - - 165,858 0.0480%

22 其他社会股东 86,585,040 64.7378% 86,585,040 25.0477%

合计 133,747,200 100.00% 345,680,417 100.00%

其中富邦控股与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为一致行动关系，交易完成后共持有上市公

司29.2213%的股权； 华旗汇鼎、 华旗汇晟、 华旗汇瑞为一致行动关系， 交易完成后共持有上市公司

12.2381%的股权；航风投资与天歌投资为一致行动关系，交易完成后共持有上市公司7.0101%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如任何一项未获批准或配套资金未能成功募集的，则本次交易两个部分均不实施。

（二）交易对方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象互娱100%股权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象互娱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何云鹏、陈琛、航风投资、天歌投资、

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星佑、华旗汇瑞、欧姆量合、杜伟。

2、支付现金购买天象互动100%股权交易对方

本次支付现金购买天象互动100%股权交易对方为何云鹏、陈琛、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

星佑、杜伟。

3、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为富邦控股、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华旗汇

鼎、安信基金资管计划、君煦基金。

（三）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天象互娱100%股权和天象互动100%股权。

（四）交易金额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资产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天象互娱100%股

权的预估值为375,299.88万元。 据此预估值， 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 初步拟定交易对价为375,

000.00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天象互动100%股权的预估值为15,474.71万元。 据此预估值，经公司与交易对方

友好协商，初步拟定交易对价为15,000.00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金额不超过184,280万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估值尚未经正式

评估确认，与最终评估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前，富邦控股持有上市公司47,162,16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5.2622%，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宋汉平等14名自然人股东作为富邦控股经营管理团队及一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富邦控股，宋汉平等14

名富邦控股经营管理团队通过控制富邦控股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富邦控股拟认购18,531,722股股份，富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拟认购53,850,296股

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富邦控股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65,693,882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19.0042%，富邦控股其及一致行动人合计将持有上市公司101,012,456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总

股本29.2213%，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宋汉平等14名富邦控股经营管理团队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富邦控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5.2622%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中，富邦控

股及其关联方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拟认购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增发的部分股份，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宁波富邦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象互娱100%股权、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象互

动100%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根据宁波富邦2015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标的公司2015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以及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情况，相关财务数据计算的结果如

下：

序号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营业收入（元） 资产净额（元）

1

宁波富邦 （2015年末/2015年

度）

608,203,665.79 814,661,108.07 46,073,166.97

2

天象互娱 （2015年末/2015年

度）

222,486,317.17 244,959,151.96 59,735,414.37

3

天象互动 （2015年末/2015年

度）

251,461,558.02 466,154,131.74 145,502,308.30

4 标的资产合计 473,947,875.19 711,113,283.70 205,237,722.67

5 标的资产预估交易价格 3,900,000,000.00 - 3,900,000,000.00

6

标的资产财务数据与成交额孰

高者占宁波富邦相应财务数据

比例

641.23% 87.29% 8464.80%

注1：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等指标及占比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中的相应规定

进行取值并计算；

注2：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成交金额占宁波富邦2015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占宁波富邦2015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

上，且超过5,000万元；标的资产2015年度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占宁波富邦2015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

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50%以上。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富邦控股持有上市公司47,162,16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5.2622%，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宋汉平等14名自然人股东作为富邦控股经营管理团队及一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富邦控股，宋汉平等14

名富邦控股经营管理团队通过控制富邦控股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证监会2016年6月17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

与解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认购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应股份在认定控

制权是否变更时剔除计算” 。 在剔除富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募集配套资金获得的股份后，富

邦控股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3.6433%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未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虽获中国

证监会核准但募集配套资金失败或募集金额不足， 则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将停止实

施。 本次交易中，富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认购公司本次新增发行的股票53,850,296股。 本次交易

完成后，富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101,012,456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总股本

的29.2213%，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综上，本次交易前后，富邦控股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宋汉平等14人的经营管理团队为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一）资产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二）对价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向何云鹏、陈琛、航风投资、天歌投资、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星

佑、华旗汇瑞、欧姆量合和杜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共同持有的天象互娱100%股权。 其中何云鹏、

张普、蒙琨、周星佑和杜伟交易对价的50%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余50%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陈琛、航风

投资、天歌投资、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华旗汇瑞、欧姆量合交易对价的40%以现金方式支付，剩

余60%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何云鹏、陈琛、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星佑、杜伟购买其

所持有的天象互动100%股权。

（三）股票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

（四）股票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选取的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股票发行价格为18.57元/股，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协议约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五）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112,697,893股。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结果为准。

（六）股票股份锁定安排

何云鹏、陈琛、华旗汇晟、鼎兴量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星佑、华旗汇瑞、欧姆量合、杜伟因本次

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即锁定期）。前述期限届满后，其可在履行

完毕盈利预测补偿义务及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后（如有）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减持。

航风投资、 天歌投资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即锁定

期）。

交易对方如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其减持股份数量还应遵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交易对方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

定，但如该等取得的股份锁定期限长于协议约定的期限，则该部分锁定期限按照对应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七）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的损益及数额应由经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于标的

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确认并出具《过渡期损益报告》。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的利润

和亏损的具体金额根据《过渡期损益报告》确定。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

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于《过渡期损益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全额补偿给上市公司。

四、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一）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84,280万元，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发行费用及交易税

费。

（二）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锁价发行的方式。

（三）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四）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18.5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9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将按照现行规定及协议约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五）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99,235,324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认购方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华旗汇鼎 642,800,000 34,614,970

2 富邦控股 344,134,080 18,531,722

3 宋汉平 250,000,000 13,462,574

4 富邦鼎鑫 222,840,000 12,000,000

5 富邦融汇 115,802,520 6,236,000

6 安信基金资管计划 100,000,000 5,385,029

7 君煦基金 100,000,000 5,385,029

8 富邦德盛 67,223,400 3,620,000

合计 1,842,800,000 99,235,324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

除息、除权行为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做相应调整。

如股东大会确认的其他任一配套资金认购方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其原承诺认购股份的，则该等认购

放弃部分由富邦控股进行足额认购。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关于募集配套资金

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金额仅为预估值，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金额及发行数量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金额和数量为准。

（六）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富邦控股、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华旗汇鼎、安信

基金资管计划、君煦基金。

（七）股份锁定安排

配套资金认购对象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取得的新增股份。

五、标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

1、天象互娱100%股权的预评估和初步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天象互娱全部股东权益进行预估。经初步评估，以2016

年3月31日为基准日， 以收益法的预估值结果作为预估结论天象互娱全部股东权益的预估值为375,

299.88万元，较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增值322,040.61万元，增值率为604.67%。

本次关于天象互娱100%股权的预评估的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评估方法

净资产账面价值（万

元）

股东全部权益估值（万

元）

评估增值率（%）

天象互娱100%股权

收益法

53,259.27

375,299.88 604.67%

市场法 379,617.39 612.77%

经交易双方协商，暂定天象互娱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375,000万元。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及估值结果将在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

2、天象互动100%股权的预评估和初步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天象互动净资产值进行预估。 经初步评估，以2016年3月31

日为基准日，天象互动净资产的预估值为15,474.71万元，较未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增值1,340.92万元，

增值率为9.49%。

本次关于天象互动100%股权的预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评估方法

净资产账面价值（万

元）

股东全部权益估值（万

元）

评估增值率（%）

天象互动100%股权 资产基础法 14,133.79 15,474.71 9.49

经交易双方协商，暂定天象互动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5,000万元。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及估值结果将在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上述预估数据可能与最终的评估结

果存在差异，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业绩承诺情况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中第四章“盈利预测补偿” 中，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业绩承诺及补偿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详细内容详见“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 之“七、本次交易相关合同

的主要内容” 。

（一）交易对方对天象互娱业绩承诺

经交易各方协商，天象互娱的净利润承诺方为除航风投资和天歌投资外的其他股东，对天象互娱业

绩承诺如下：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天象互娱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30,

000万元、36,000万元、43,2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如本次交易不能在2016年度完成标

的资产交割， 则利润补偿期间变更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 同时净利润承诺方承诺天象互娱

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47,200万元。

（二）交易对方对天象互动业绩承诺

经交易各方协商，天象互动的净利润承诺方为其所有股东，其对天象互动业绩承诺如下：2016年度、

2017年度、2018年度天象互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得为负。 如发生亏损的，则由净利润承诺

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如本次交易不能在2016年度完成标的资产过户的，则利润补偿期间变更为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同时天象互动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亦不得为负。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上市公司原主营业务属于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行业，主要从事工业铝板带材和铝型材生产、加工和销

售以及铝铸棒仓储、贸易服务。 近几年，总体经济增速放缓，原材料铝锭价格持续下跌导致铝加工产品产

量供大于求，下游市场需求萎缩，铝加工企业产能普遍过剩，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加工费下降，导致公司

主营产品的利润率一再受到挤压，行业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亏损严重。 为增强其抗

风险能力，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竞争力，上市公司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入新兴产业领

域的优质资产，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宁波富邦将由单一的铝型材加工和销售企业转变为传统铝加工业与移动网络游戏

研发、发行、运营和孵化并行的多元化上市公司，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并购资产所从事的移动网络

游戏研发、发行、运营和孵化业务与宁波富邦原有主业铝型材加工和销售在行业周期性、资产类型、消费

特征等方面存在较强差异性、互补性，上市公司单一业务周期性波动的风险将得以分散、主营业务收入结

构将得以改善，有利于构建波动风险较低且具备广阔前景的业务组合，推动公司业务的跨越式发展，实现

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保障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口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大幅提高，收入规模将进一步提

升，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拟注入的移动网络游戏研发、发行、运营和孵化业

务将成为上市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有助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高，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尚无法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和盈利能力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 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资产评估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

会，对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并在重组报告书中详细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具体

影响。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本次交易完成后，天象互娱和天象互动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象互娱和天象互动的主营业务

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有较大区别，不存在

同业竞争。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交易对方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股份，其认购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富邦控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5.2622%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中，富邦控

股及其关联方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拟认购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增发的部分股份，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将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的审计和评估， 作价客

观、公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需经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并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在审批程序上确保了本次关联交易的

客观、公允。

2、关联交易规范措施

上市公司在未来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使关联交易的数量和对经营成果的影响降

至最小程度。 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确

保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为充分保护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利益，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

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和配套资金认购方

均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内容详见本章“第九节、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

诺”之“（六）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标的资产作价、审批程序等方面可以有效保障本次关联交易的

客观、公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加强公司治理。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133,747,200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后，预计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至345,680,417股。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预计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富邦控股 47,162,160 35.2622% 65,693,882 19.0042%

2 何云鹏 - -- 35,756,596 10.3438%

3 华旗汇鼎 - -- 34,614,970 10.0136%

4 陈琛 - - 26,602,046 7.6956%

5 航风投资 - - 16,155,088 4.6734%

6 宋汉平 - - 13,462,574 3.8945%

7 富邦鼎鑫 - - 12,000,000 3.4714%

8 天歌投资 - - 8,077,544 2.3367%

9 富邦融汇 - - 6,236,000 1.8040%

10 华旗汇晟 - - 5,891,222 1.7042%

11 鼎兴量子 - - 5,385,029 1.5578%

12 华弘湖泰 - - 5,385,029 1.5578%

13 安信基金资管计划 - - 5,385,029 1.5578%

14 君煦基金 - - 5,385,029 1.5578%

15 富邦德盛 - - 3,620,000 1.0472%

16 张普 - - 2,661,102 0.7698%

17 蒙琨 - - 1,871,387 0.5414%

18 周星佑 - - 1,871,387 0.5414%

19 华旗汇瑞 - - 1,798,600 0.5203%

20 欧姆量合 - - 1,077,005 0.3116%

21 杜伟 - - 165,858 0.0480%

22 其他社会股东 86,585,040 64.7378% 86,585,040 25.0477%

合计 133,747,200 100.00% 345,680,417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富邦控股，与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29.2213%

的股权，宋汉平等14人经营管理团队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八、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情况

1、宁波富邦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情况

2016年7月9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相关议案。

2、标的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情况

2016年7月8日，天象互娱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富邦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何云

鹏等13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天象互娱100%股权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8日，天象互动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富邦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何云鹏等8名股

东合计持有的天象互动100%股权的相关议案。

3、其他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决策过程

2016年7月1日，航风投资全体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宁波富邦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受让其持有的天象互娱13.33%的股权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1日，天歌投资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同意宁波富邦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

其持有的天象互娱6.67%的股权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1日，华旗汇晟全体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宁波富邦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受让其持有的天象互娱4.86%的股权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1日，鼎兴量子出具股东决定审议通过了同意宁波富邦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受

让其设立并管理的国金天象游戏基金持有的天象互娱4.44%股权的相关议案以及同意宁波富邦以支付现

金的方式，受让其持有的天象互动5.00%股权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1日，华弘湖泰全体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宁波富邦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受让其持有的天象互娱4.44%股权的相关议案以及宁波富邦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受让本其持有的天象互

动5.00%股权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1日，华旗汇瑞全体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同意宁波富邦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受让其持有的天象互娱1.48%股权的相关议案。

2016年7月1日，欧姆量合欧姆量合出具股东决定同意宁波富邦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受让其持有的天

象互娱0.89%的股权的相关议案。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富邦控股、宋汉平、富邦鼎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华旗汇鼎、安信基金资管计

划、君煦基金等8名特定对象已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了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份。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交易决策过程及法律程序

1、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

事项；

2、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取得批准或核准前不得实施本次重组方案。 本次交易能

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重组的最

新进展，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具体如下：

（一）关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

承诺主体 主要承诺内容

何云鹏、陈琛、航风投资、天

歌投资、 华旗汇晟、 鼎兴量

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周

星佑、华旗汇瑞、欧姆量合、

杜伟

交易对方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5、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6、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

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7、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二）关于所提供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承诺主体 主要承诺内容

宁波富邦、郑锦浩、宋汉心、

徐积为、屠敏、叶维琪、魏会

兵、傅培文、王红珠、宋振

纶、韩树成、施兰平、沈岳

定、岳培青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为本次宁波富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

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

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

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

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

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富邦控股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特作出如下郑重承诺，并对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承诺为本次宁波富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提供或

披露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此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

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

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

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

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

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宋汉平、华声康、郑锦浩、宋

汉心、徐积为、周波、周明

永、胡铮辉、徐跃进、王玉

龙、傅才、韩树成、林阿云、

黄小明

本人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特作出如下郑重承诺，并对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承诺为本次宁波富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提供或披

露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此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

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

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

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

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

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富邦控股、宋汉平、富邦鼎

鑫、富邦融汇、富邦德盛、华

旗汇鼎、 安信基金资管计

划、君煦基金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

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声明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

真实的、原始的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等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系

准确和完整的，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3、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

完整的，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

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5、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对由此而发生的相关各

方的全部损失将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6、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本公司／本合

伙企业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

停转让的书面申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

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

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何云鹏、陈琛、航风投资、天

歌投资、华旗汇晟、鼎兴量

子、华弘湖泰、张普、蒙琨、

周星佑、华旗汇瑞、欧姆量

合、杜伟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

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声明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

真实的、原始的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等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系

准确和完整的，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3、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

完整的，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

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5、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对由此而发生的相关各

方的全部损失将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6、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本公司／本合

伙企业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

停转让的书面申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

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

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三）关于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的承诺

承诺主体 主要承诺内容

何云鹏、陈琛、天歌投资、华

旗汇晟、华弘湖泰、张普、蒙

琨、周星佑、华旗汇瑞、欧姆

量合、杜伟

1、天象互娱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或增

资等法律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 该等行为均不存在瑕疵或争

议，不存在任何其他第三方可能主张持有天象互娱股权的情况或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的情

况。

2、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已按照天象互娱章程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

天象互娱目前的股权由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

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

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3、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不存在以天象互娱或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持有的天象互娱股权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

任何可能导致天象互娱或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天象互娱股权被有关司法机

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

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

在任何重大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程度相应法律责任。

鼎兴量子

1、在本公司知晓的范围内，天象互娱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

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或增资等法律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该等

行为均不存在瑕疵或争议，不存在任何其他第三方可能主张持有天象互娱股权的情况或被

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的情况。

2、本公司已按照天象互娱章程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 天象互娱目前的股权

由本公司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

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3、 本公司承诺不存在以天象互娱或本公司持有的天象互娱股权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

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天象互娱或本公司持有的天

象互娱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

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公司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并愿

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程度相应法律责任。

航风投资

1、天象互娱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或增

资等法律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 该等行为均不存在瑕疵或争

议，不存在任何其他第三方可能主张持有天象互娱股权的情况或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的情

况。

2、本合伙企业通过向合伙人募集的资金投资持有天象互娱股权，其中有限合伙人上海

慧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缴资金来自于募集设立并管理的慧泽慧成股权投资基金 （契约

型基金）。 本合伙企业已按照天象互娱章程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 天象互娱目前

的股权由本合伙企业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

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除前述外，本企业持有的天象的

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

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3、 本合伙企业承诺不存在以天象互娱或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天象互娱股权作为争议对

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天象互娱或本合伙

企业持有的天象互娱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

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

在任何重大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程度相应法律责任。

何云鹏、陈琛、华弘湖泰、张

普、蒙琨、周星佑、杜伟

1、天象互动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或增

资等法律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 该等行为均不存在瑕疵或争

议，不存在任何其他第三方可能主张持有天象互动股权的情况或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的情

况。

2、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已按照天象互动章程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

天象互动目前的股权由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

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

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3、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不存在以天象互动或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持有的天象互动股权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

任何可能导致天象互动或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天象互动股权被有关司法机

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

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

在任何重大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程度相应法律责任。

鼎兴量子

1、在本公司知晓的范围内，天象互动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

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或增资等法律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该等

行为均不存在瑕疵或争议，不存在任何其他第三方可能主张持有天象互动股权的情况或被

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的情况。

2、本公司已按照天象互动章程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 天象互动目前的股权

由本公司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

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3、 本公司承诺不存在以天象互动或本公司持有的天象互动股权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

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天象互动或本公司持有的天

象互动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

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公司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并愿

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程度相应法律责任。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下转A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