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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雪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林雪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228,651,421.55 4,333,629,063.55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19,279,942.29 -3,674,773,998.36 -9.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25,039.51 40,089,356.93 -113.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9,602,571.73 267,814,884.94 -1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285,230.35 -15,932,187.89 -2,03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63,899,889.37 -15,932,187.89 -1,56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028 -2,00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028 -2,007.14

注：因公司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均为负值，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已不具实际意

义。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18.4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4,398.82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44,482.19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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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79,517,6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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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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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97.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76,385,340.9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7,4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7,876,590 27.42 冻结 157,876,59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颜静刚 31,825,000 5.53 冻结 31,825,000 境内自然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证赢179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023,285 3.48 未知 其他

秦玉全 4,689,900 0.8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永伟 3,611,400 0.6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沈家生 3,307,300 0.5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岳文敏 2,975,972 0.5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俊坤 2,610,800 0.4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吕彦东 2,384,286 0.41 冻结 2,384,286 境内自然人

郭继明 2,280,582 0.4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7,876,59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76,590

颜静刚 31,8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25,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证赢179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23,285 人民币普通股 20,023,285

秦玉全 4,6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9,900

赵永伟 3,6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1,400

沈家生 3,30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7,300

岳文敏 2,975,972 人民币普通股 2,975,972

张俊坤 2,61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0,800

吕彦东 2,384,286 人民币普通股 2,384,286

郭继明 2,280,582 人民币普通股 2,280,5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

控股的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

日/�����2020年

1-3月

2019年12月31

日/�2019年1-3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0,273,873.09

212,761,

120.91

-182,487,

247.82

-85.

77%

主要系本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宏投

网络的股权投资转至“持有待售资产” 列示

应收账款 1,267,999.43

102,593,

672.20

-101,325,

672.77

-98.

76%

同上

其他应收款 36,277,797.86

581,243,

001.43

-544,965,

203.57

-93.

76%

同上

持有待售资产

3,546,625,

275.51

3,546,625,

275.51

不适用 同上

其他流动资产 6,386,613.98 99,244,181.30

-92,857,

567.32

-93.

56%

同上

固定资产 19,579,614.29 40,461,732.95

-20,882,

118.66

-51.

61%

同上

开发支出 11,844,686.03 53,361,289.13

-41,516,

603.10

-77.

80%

同上

应付职工薪酬 2,987,067.14 71,407,458.47

-68,420,

391.33

-95.

82%

主要系本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宏投

网络的股权投资转至“持有待售负债” 列示

应交税费 762,207.62 37,809,472.76

-37,047,

265.14

-97.

98%

同上

持有待售负债

259,531,

020.78

259,531,

020.78

不适用 同上

财务费用

160,395,

719.80

77,159,533.00 83,236,186.80

107.88

%

主要系本期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合同约定计提

逾期罚息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4,938,

671.73

164,938,

671.73

不适用

本期主要系是按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计提减值

损失，并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其调整至信用减

值损失列报

资产减值损失 44,443,844.02

-44,443,

844.02

100.00

%

上期主要系按照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计提减值

损失，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其调整至信用

减值损失列报

营业利润

-255,100,

695.91

-8,398,802.49

-246,701,

893.42

2937.35

%

主要系：1、 本期根据谨慎性原则计提逾期罚息

较上期增加；2、支付的顾问费、与诉讼及资产出

售相关的中介服务费较上期有所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9,517,637.39 79,517,637.39 不适用

本期主要系对关联担保及或有事项根据谨慎性

原则计提预计负债所致

利润总额

-334,609,

536.30

-8,398,802.49

-326,210,

733.81

3884.01

%

主要系：1、 本期根据谨慎性原则计提逾期罚息

较上期增加；2、支付的顾问费、与诉讼及资产出

售相关的中介服务费较上期有所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25,039.51 40,089,356.93

-45,514,

396.44

-113.

53%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顾问费、与诉讼及资产出售相

关的中介服务费较上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66.24

-33,932,

747.29

33,941,113.53

100.02

%

上期筹资支出主要系归还融资机构的借款本金

及利息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证监会对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立案调查事项

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

字180263号）：“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

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8-004)。

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股

票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险； 如公司所涉及的立案调查事项

最终未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股票将不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险。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收购宁波百搭51%股权事项

2017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宁波百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公

司拟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尚游网络持有的百搭网络51%股权。

根据协议约定， 公司于2017年12月支付90,000万元，2018年1月支付10,000万

元，累计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万元，尚有36,680万元交易对价款未支付。 2018年

1月3日，宁波百搭51%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2018年7月起，宁波百搭、尚游网络及沈乐一直以公司未按照收购协议约定条

款支付剩余股权收购款项36,680万元为由， 认为公司收购宁波百搭51%股权的交易

尚未完成，拒绝公司向宁波百搭派出董事和监事的相关提议，导致公司无法对宁波百

搭形成实质控制（详见公司公告：临2018-081）。 同时，宁波百搭亦拒绝按时向公司

提供其2018年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暂时不将宁波百搭纳

入2018年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实质参与到宁波百搭的日常经营与管理活动中，宁波百搭在

相关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再接受上市公司控制与管理， 公司亦无法将其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内，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务方面造成重大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2018

年年末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97,244.79万元减值准备。 针对上述情形，宁波市镇

海区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4月18日受理了本公司诉百搭网络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

（（2019）浙0211民初1551号），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法院已驳回公司的相关起诉，全

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三）子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

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了解到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百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澄申商贸有限公司、上海

中技物流有限公司、上海海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海鸟投资有限公司相应股权

已被有关法院冻结（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公告临2018-071、临2018-122、临

2018-133、临2019-002、临2019-119）。

目前， 上述公司所持有的下属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尚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造成不利影响，但上述事项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所持有的子公司股权被处置的风险，若

上述公司子公司股权被处置，将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已聘请律师

等专业人员积极应诉，并将采取法律手段解决上述股权被冻结事项，维护上市公司的

合法权益。

（四）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纠纷及民事裁定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作为被告共涉及10个表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

诉讼本金306,395.56万元；8个对关联方担保相关的企业借贷纠纷案件， 涉及诉讼本

金90,650.48万元；42个或有负债的诉讼案件 （其中7起或有负债的诉讼案件已撤

诉），涉及诉讼本金377,591.14万元，针对上述事项，公司累计计提预计负债32.82亿

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上述案件均处受理阶段或执行阶段， 且有部分案件已获一

审、二审判决，其中，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8）沪02执149号）及中国民

生信托有限公司（（2018）沪02执115号）所涉的表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公司

已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执行裁定书》（2018）沪 02�执 149�号之

二和《执行裁定书》（2018）沪 02� 执 115� 号之二，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富控互动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5%与55%的股权分别作价人

民币919,044,000元、1,123,276,000元抵偿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华

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债务。上述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时起，上市公司即

失去了对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公司将严格遵照上海二中院民事裁

定书的内容，履行相应义务（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68）。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以电话核查方式向所有开立有账户的银行进行核查，

发现如下银行账户存在冻结情形:

银行名称 账户 金额（元）

建设银行广灵路支行 31001507010052500591 103,915.16

交通银行徐汇支行 310066179018170206625 584,086.69

招商银行上海川北路支行 021900113910906 63,370.94

广发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9550880028723800154 76,536.21

天津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236601201090007065 2,050.84

上海浦发银行南市支行 98250078801900000043 16,367.00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花木支行 76290188000120547 1,044.69

兴业银行上海龙柏支行 216440100100063225 9,177.82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905000120190035762 1,141.7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70060122000265084 2,626.98

恒丰银行苏州分行 851210010122816777 22,957.10

恒丰银行烟台营业部 853527010122702092 5,312.88

杭州银行闵行支行 3101040160000379617 1.2

杭州银行闵行支行 3101040160000379583 639.74

东亚银行上海分行 117001278000400 493.72

合计 894,610.30

（五）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本公司获悉的公司控股股东富控传媒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颜

静刚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相关法院对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分别予以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司法冻结机关及案号 司法冻结数量 冻结日期 冻结期限

1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

01财保5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2

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 （2018）湘

0523执保14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月26日 三年

3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3财保61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月31日 三年

4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

民初289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5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

01执保151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6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执保6

号之八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7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

01字第民初48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8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

民初289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4月9日 三年

9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执

485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0月19日 三年

10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1民初2356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1月1日 三年

11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赣执保

108号

无限售流通股18,000,000股 2018年12月18日 三年

1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赣执保

110号

无限售流通股18,000,000股 2018年12月18日 三年

13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赣执保

111号

无限售流通股18,000,000股 2018年12月18日 三年

14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陕执保

111号之五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2月21日 三年

15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杭公拱冻财

字（2019）Z465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

算

两年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发布了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20-074），公告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将于2020年6月3日10时至6

月6日10时止在“公拍网”（http://www.gpai.net）上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活动，

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的7000万公司股权，公司将

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

2、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相关法院对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的股份分别予以

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司法冻结机关及案号 司法冻结数量 冻结日期 冻结期限

1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

财保3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2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

财保4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3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

财保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

财保19号之一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5日 三年

5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

初3247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9日 三年

6

长葛市人民法院 （2018） 豫1082执保10、

11、12、14、1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9日 三年

7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

民初396号之一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31日 三年

8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财

保61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31日 三年

9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

初435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日 三年

10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

初291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1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

初28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12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

执保154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13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执保6号之

九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14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4487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15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财

保3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8日 三年

16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

初 3172、3174、3175、3184、3187、3196、

3212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2日 三年

17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执

11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18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执

保29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19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

初14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20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

民初35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2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4674-467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27日 三年

2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

初289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9日 三年

23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

初2503、250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11日 三年

2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执保21号、

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11日 三年

25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

民初244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12日 三年

26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

初1052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5月8日 三年

27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104民初11802号之二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5月10日 三年

28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

执保70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7月16日 三年

29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

民初591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7月16日 三年

30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执

48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7月18日 三年

3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

初53720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0月19日 三年

32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

初4730号、（2018）沪0106民初473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0月29日 三年

33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

民初235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1月1日 三年

34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执保111号

之五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2月21日 三年

3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

民初4163号之七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9年1月9日 三年

36 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8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9年1月31日 三年

（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与四川聚信开展战略合作的事项

公司于2019年1月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富控文化的通知，并于2019年1月21日就富

控文化及其控股股东中技集团拟与四川聚信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意向协议》的事项申请停牌。四川聚信拟发起设立基金或指定第三方与中技集

团、富控文化等开展战略合作，收购中技集团所持有的富控文化股权，该事项可能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14、临

2019-015）。 2019年5月14日，公司收到四川聚信《关于四川聚信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进展情况的问询

函》的回函。 函件表示：鉴于此次合作涉及层面广泛，平衡难度大,加之受近期证券政

策和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四川聚信与此次合作涉及的中技集团、富控文化及相

关方尚在进一步磋商中，同时尽职调查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四川聚信将继续就先前签

订的《合作意向协议》中的相关合作事项继续保持推进，同时也提请公司和广大投资

者充分注意风险（详见公告：临2019-088）。

（七）关于自行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

自2018年1月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以来，2017年11月收购的子公司迟迟不能实施控制等事件，进而引发相关债权人“挤

兑” ， 上市公司目前面临大量借贷纠纷引发的巨额诉讼及或有负债且核心资产面临

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为化解巨额债务危机，解决经营困境，上市公司于2019年初正式

着手开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上市公司子公司宏投网络拟以53,000万美元的交易对

价向PFLP转让其所持有的Jagex� Limited100%股权、宏投香港100%股权。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018）沪02执115

号之二、（2018）沪02执14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5%与55%的股权分别作价人民币

919,044,000元、1,123,276,000元抵偿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华融国

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债务。上述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时起，上市公司即失去

了对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鉴于， 本次司法拍卖等司法强制执行程序已致上市公司丧失对宏投网络的控制

权，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被迫终止。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被迫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将遵照上述

法院的执行裁定书的有关裁定， 将宏投网络的股权抵偿华融信托与民生信托的相应

债务。同时，公司被迫终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事宜并终止此前与相关机构签署

的相关服务协议。

（八）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018）沪02执115

号之二、（2018）沪02执14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20.4232�

亿元抵偿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债

务，上述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时起，上市公司即失去了对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的控制权。 经公司初步估算，该抵债事项预计对 2020� 年合并报表层面利润影响

额约为-7亿元左右（未经审计）。

公司名称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欣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0634

证券简称：

*ST

富控 公告编号

;

临

2020-076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2019年度主要经营业

绩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2019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李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雪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林雪峰 保证2019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2019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333,629,063.55 4,548,161,904.91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4,773,998.36 -3,538,861,329.53 -3.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12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12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94,328.00 -600,949,286.73 108.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12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12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61,403,121.09 822,793,101.25 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025,928.40 -5,508,939,746.79 9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610,168,375.03 -1,859,563,871.51 6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0 -9.569 97.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0 -9.569 97.39

说明：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均为负值，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指标已不具实际意义。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12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5,705.7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3,224.8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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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467,216,7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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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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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2,965,020.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08,253.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469,142,446.6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8,26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157,876,590 27.42 冻结 157,876,59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颜静刚 31,825,000 5.53 冻结 31,825,000 境内自然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证赢179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23,285 3.48 未知 其他

秦玉全 4,689,900 0.8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瑞云 3,529,948 0.6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永伟 3,421,600 0.5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俊坤 2,418,500 0.4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吕彦东 2,384,286 0.41 冻结 2,384,286 境内自然人

岳文敏 2,224,172 0.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翁艳霄 2,122,000 0.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7,876,59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76,590

颜静刚 31,8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25,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证赢

17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23,285 人民币普通股 20,023,285

秦玉全 4,6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9,900

陈瑞云 3,539,948 人民币普通股 3,529,948

赵永伟 3,42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1,600

张俊坤 2,4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8,500

吕彦东 2,384,286 人民币普通股 2,384,286

岳文敏 2,224,172 人民币普通股 2,224,172

翁艳霄 2,1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控股的上海

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

日/2019年

1-12月

2018年12月31

日/2018年1-12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2,761,

120.91

470,600,794.50

-257,839,

673.59

-54.

79%

主要系：1、 本期支付的与诉讼及资产出售

相关的中介服务费增加；2、 下属子公司购

买理财产品转入其他流动资产核算

预付账款 34,877,099.55 20,922,371.03 13,954,728.52 66.70%

本期主要系支付的诉讼及与资产出售相关

中介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9,244,181.30 3,893,994.37 95,350,186.93

2448.65

%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394,352,145.00

-394,352,

145.00

-100.

00%

本期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对宁波百搭

股权投资转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算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394,352,

145.00

394,352,145.00 不适用

本期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对宁波百搭

股权投资转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算

开发支出 53,361,289.13 6,966,382.63 46,394,906.50

665.98

%

主要系本期下属公司Jagex开发支出增加

所致

应付账款 23,140,323.73 43,304,064.94 -20,163,741.21

-46.

56%

主要系下属公司Jagex上期暂估的市场推

广费本期结算所致

应付利息

1,092,451,

638.22

462,264,351.74 630,187,286.48

136.33

%

主要系本期应付融资机构的借款利息及罚

息较年初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87,562,

154.38

180,393,819.28 107,168,335.10 59.41%

主要系下属公司Jagex本期收入增加致平

台结算费用增加，本期软件费用、外包研发

费用有所增加， 以及人员增加致薪酬有所

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421,018,

040.06

197,553,519.52 223,464,520.54

113.12

%

主要系本期与诉讼及资产出售相关中介服

务费增长及下属公司人员增加致薪酬增加

综合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43,842,640.17 94,553,143.04 -50,710,502.87

-53.

63%

主要系本期下属公司部分游戏项目已进入

开发阶段， 其项目投入由研发费用转至开

发支出核算

资产减值损失

1,534,342,

096.66

-1,534,342,

096.66

-100.

00%

上年同期主要系按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及

对百搭的长期投资事项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103,785,

531.57

103,785,531.57 不适用

本期主要系是按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计提

减值损失， 并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其调

整至信用减值损失列报

营业利润

-586,067,

515.47

-1,847,207,

337.65

1,261,139,

822.18

-68.

27%

上年同期主要系根据谨慎性原则对表内借

款计提逾期罚息并按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

及对百搭的长期投资事项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本期主要系对表内借款计提逾期罚息

营业外收入

897,260,

390.86

21,825,618.53 875,434,772.33

4011.04

%

本期主要系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对前期

预计负债的估计金额进行调整所致

营业外支出

431,138,

648.31

3,671,444,

048.21

-3,240,305,

399.90

-88.

26%

上年同期主要系对关联担保及或有事项计

提预计负债， 本期主要系针对上述事项按

最新进展情况持续计提

利润总额

-119,945,

772.92

-5,496,825,

767.33

5,376,879,

994.41

-97.

82%

上年同期主要系根据谨慎性原则对表内借

款计提逾期罚息、 关联担保及或有事项计

提预计负债并按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及对

百搭的长期投资事项计提减值损失； 本期

主要系针对上述事项按最新进展情况持续

计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694,328.00

-600,949,

286.73

654,643,614.73

-108.

93%

上年同期主要系下属子公司银行定期存款

被相关银行划扣及预付供应商货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4,308,

941.86

-427,070,

649.69

322,761,707.83 75.58%

上年同期主要系下属子公司进行短期资金

拆借支出及支付宁波尚游股权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338,

854.75

-204,691,

139.73

179,352,284.98

-87.

62%

本期主要系下属公司短期借款到期后，前

期提供的保证金在本期予以释放， 并在筹

资活动收到的现金中列示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证监会对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立案调查事项

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

字180263号）：“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

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8-004)。

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股

票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险； 如公司所涉及的立案调查事项

最终未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股票将不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险。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收购宁波百搭51%股权事项

2017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宁波百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公

司拟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尚游网络持有的百搭网络51%股权。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于2017年12月支付90,000万元，2018年1月支付10,000万元，累

计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万元，尚有36,680万元交易对价款未支付。 2018年1月3

日，宁波百搭51%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2018年7月起，宁波百搭、尚游网络及沈乐一直以公司未按照收购协议约定条

款支付剩余股权收购款项36,680万元为由， 认为公司收购宁波百搭51%股权的交易

尚未完成，拒绝公司向宁波百搭派出董事和监事的相关提议，导致公司无法对宁波百

搭形成实质控制（详见公司公告：临2018-081）。 同时，宁波百搭亦拒绝按时向公司

提供其2018年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暂时不将宁波百搭纳

入2018年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实质参与到宁波百搭的日常经营与管理活动中，宁波百搭在

相关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再接受上市公司控制与管理， 公司亦无法将其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内，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务方面造成重大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2018

年年末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97,244.79万元减值准备。 针对上述情形，宁波市镇

海区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4月18日受理了本公司诉百搭网络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

（（2019）浙0211民初1551号），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法院已驳回公司的相关起诉，全

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三）子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

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了解到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百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澄申商贸有限公司、上海

中技物流有限公司、上海海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海鸟投资有限公司相应股权

已被有关法院冻结（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公告临2018-071、临2018-122、临

2018-133、临2019-002、临2019-119）。

目前， 上述公司所持有的下属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尚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造成不利影响，但上述事项可能导致公司面临所持有的子公司股权被处置的风险，若

上述公司子公司股权被处置，将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已聘请律师

等专业人员积极应诉，并将采取法律手段解决上述股权被冻结事项，维护上市公司的

合法权益。

（四）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纠纷及民事裁定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作为被告共涉及10个表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

诉讼本金306,395.56万元；8个对关联方担保相关的企业借贷纠纷案件， 涉及诉讼本

金90,650.48万元；42个或有负债的诉讼案件 （其中7起或有负债的诉讼案件已撤

诉），涉及诉讼本金377,591.14万元，针对上述事项，公司累计计提预计负债32.02亿

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上述案件均处受理阶段或执行阶段， 且有部分案件已获一

审、二审判决，其中，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8）沪02执149号）及中国民

生信托有限公司（（2018）沪02执115号）所涉的表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公司

已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执行裁定书》（2018）沪 02� 执 149� 号之

二和《执行裁定书》（2018）沪 02� 执 115� 号之二，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富控互动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5%与55%的股权分别作价人

民币919,044,000元、1,123,276,000元抵偿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华

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债务。上述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时起，上市公司即

失去了对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公司将严格遵照上海二中院民事裁

定书的内容，履行相应义务（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68）。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以电话核查方式向所有开立有账户的银行进行核查，

发现如下银行账户存在冻结情形:

银行名称 账户 金额（元）

建设银行广灵路支行 31001507010052500591 103,915.16

交通银行徐汇支行 310066179018170206625 584,086.69

招商银行上海川北路支行 021900113910906 63,370.94

广发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9550880028723800154 76,536.21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452068100255 1,620.38

天津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236601201090007065 2,050.84

上海浦发银行南市支行 98250078801900000043 16,367.00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花木支行 76290188000120547 1,044.69

兴业银行上海龙柏支行 216440100100063225 9,177.82

南京银行虹口分行 03130120030000209 11,633.42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905000120190035762 1,141.7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70060122000265084 2,626.98

恒丰银行苏州分行 851210010122816777 22,957.10

恒丰银行烟台营业部 853527010122702092 5,312.88

杭州银行闵行支行 3101040160000379617 1.2

杭州银行闵行支行 3101040160000379583 639.74

东亚银行上海分行 117001278000400 493.72

合计 902,976.54

（五）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本公司获悉的公司控股股东富控传媒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颜

静刚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相关法院对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分别予以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司法冻结机关及案号 司法冻结数量 冻结日期 冻结期限

1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

01财保5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2

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 （2018）湘

0523执保14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月26日 三年

3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3财保61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月31日 三年

4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

民初289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5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

01执保151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6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执保6

号之八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7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

01字第民初48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8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

民初289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4月9日 三年

9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执

485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0月19日 三年

10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1民初2356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1月1日 三年

11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赣执保

108号

无限售流通股18,000,000股 2018年12月18日 三年

1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赣执保

110号

无限售流通股18,000,000股 2018年12月18日 三年

13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赣执保

111号

无限售流通股18,000,000股 2018年12月18日 三年

14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陕执保

111号之五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2018年12月21日 三年

15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杭公拱冻财

字（2019）Z465号

无限售流通股157,876,590股

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

算

两年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发布了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20-074），公告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将于2020年6月3日10时至6

月6日10时止在“公拍网”（http://www.gpai.net）上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活动，

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的7000万公司股权，公司将

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

2、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相关法院对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的股份分别予以

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司法冻结机关及案号 司法冻结数量 冻结日期 冻结期限

1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

财保3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2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

财保4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3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

财保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4日 三年

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

财保19号之一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5日 三年

5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

初3247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9日 三年

6

长葛市人民法院 （2018） 豫1082执保10、

11、12、14、1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29日 三年

7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

民初396号之一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31日 三年

8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财

保61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月31日 三年

9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

初435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日 三年

10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

初291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1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

初28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12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

执保154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5日 三年

13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执保6号之

九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14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4487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6日 三年

15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财

保3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8日 三年

16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

初 3172、3174、3175、3184、3187、3196、

3212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2日 三年

17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执

11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18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执

保29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19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

初14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20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

民初35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13日 三年

2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304民初4674-467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2月27日 三年

2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

初289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9日 三年

23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

初2503、250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11日 三年

2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执保21号、

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11日 三年

25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

民初2448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4月12日 三年

26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

初1052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5月8日 三年

27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2018)粤

0104民初11802号之二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5月10日 三年

28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

执保70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7月16日 三年

29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

民初591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7月16日 三年

30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执

48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7月18日 三年

3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

初53720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0月19日 三年

32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6民

初4730号、（2018）沪0106民初4735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0月29日 三年

33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

民初235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1月1日 三年

34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执保111号

之五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8年12月21日 三年

3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

民初4163号之七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9年1月9日 三年

36 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86号 无限售流通股31,825,000股 2019年1月31日 三年

（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与四川聚信开展战略合作的事项

公司于2019年1月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富控文化的通知，并于2019年1月21日就富

控文化及其控股股东中技集团拟与四川聚信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意向协议》的事项申请停牌。四川聚信拟发起设立基金或指定第三方与中技集

团、富控文化等开展战略合作，收购中技集团所持有的富控文化股权，该事项可能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14、临

2019-015）。 2019年5月14日，公司收到四川聚信《关于四川聚信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进展情况的问询

函》的回函。 函件表示：鉴于此次合作涉及层面广泛，平衡难度大,加之受近期证券政

策和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四川聚信与此次合作涉及的中技集团、富控文化及相

关方尚在进一步磋商中，同时尽职调查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四川聚信将继续就先前签

订的《合作意向协议》中的相关合作事项继续保持推进，同时也提请公司和广大投资

者充分注意风险（详见公告：临2019-088）。

（七）关于自行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

自2018年1月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以来，2017年11月收购的子公司迟迟不能实施控制等事件，进而引发相关债权人“挤

兑” ， 上市公司目前面临大量借贷纠纷引发的巨额诉讼及或有负债且核心资产面临

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为化解巨额债务危机，解决经营困境，上市公司于2019年初正式

着手开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上市公司子公司宏投网络拟以53,000万美元的交易对

价向PFLP转让其所持有的Jagex� Limited100%股权、宏投香港100%股权。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018）沪02执115

号之二、（2018）沪02执14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5%与55%的股权分别作价人民币

919,044,000元、1,123,276,000元抵偿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华融国

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债务。上述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时起，上市公司即失去

了对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鉴于， 本次司法拍卖等司法强制执行程序已致上市公司丧失对宏投网络的控制

权，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被迫终止。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被迫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将遵照上述

法院的执行裁定书的有关裁定， 将宏投网络的股权抵偿华融信托与民生信托的相应

债务。同时，公司被迫终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事宜并终止此前与相关机构签署

的相关服务协议。

（八）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下转B73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