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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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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4-043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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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4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8月29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0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海燕召集，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凤凰传媒关于公司拟参投江苏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并用于

专项投资PPTV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凤凰传媒关于公司拟参投江苏新

兴产业投资基金并用于专项投资PPTV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44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参投江苏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并用于

专项投资

PPTV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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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凤凰传媒” ）

拟以人民币370,624,491.11元受让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 ）持有的江苏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江苏基金” ）7.32%的认

缴份额。

●

凤凰传媒与同为江苏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豪” ），拟通过江苏基金专项投资并全资控股一家境外公司，由

该公司向持有PPTV股权的境外公司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增资。

凤凰传媒拟投资约3.71亿人民币，间接持有PPTV股份约为9.5625%。

●

本次受让基金认缴份额及用于专项投资的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专项投资的境外资产属于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

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行业，基于宏观政策和行业背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凤凰传媒拟以人民币370,624,491.11元受让华泰持有的江苏基金7.32%

的认缴份额。 交易完成后，江苏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共为五家，见下表：

江苏基金有限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3.67%

北京弘创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弘毅

”

39.99%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7.32%

管理公司

0.02%

凤凰传媒与苏豪拟通过江苏基金专项投资并全资控股一家境外公司

Noble� Pavilion� Ltd， 由该公司向持有PPTV股权的境外公司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增资（凤凰传媒拟投资约人民币3.71亿元，苏豪拟投资约人

民币5744.5万元）。 增资完成后， 弘毅公司与Noble� Pavilion� Ltd各持有

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 50%股权。 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持有PPTV� 22.5%的股权。 由此， 凤凰传媒间接持有PPTV股权约为

9.5625%。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PPTV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领先的同时在PC端（网页及客户端）、移动

端、OTT（互联网电视）三块屏上都有渗透的网络视频公司之一。 目前在网络

视频市场广告份额约占6.6%，行业排名属第二批次相对靠前，是独立型视频企

业。 其在桌面PC端的用户规模达2.7亿用户，2012年末日UV达到3400万人，在

移动端布局约7,000万用户，其移动端用户规模及使用时长、app下载量等指标

都在业内排名前列。 PPTV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单位/亿美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宁云商海外

SPV 2.3775 44%

弘毅

（

及其联合投资人

）

1.6210 30%

团队持股

- 26%

交易标的最近四个财年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美元

2010

财年

2011

财年

2012

财年

2013

财年

总收入

14292 66266 87778 110297

总毛利

4930 2840 1677 42908

净利润

-17407 -64899 -70864 -26775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根据美国准则编制的管理层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此次投资设计的架构是弘毅出资的1.6210亿美元中，弘毅旗下的两

只基金共出资1.0131亿美元。 剩余6,079万美元暂由弘毅借款垫付投资，再由

凤凰和苏豪作为联合投资人通过江苏基金参与专项投资。

（二）凤凰传媒与苏豪拟通过江苏基金专项投资并全资控股一家境外公司

Noble?Pavilion?Ltd， 由该公司向持有PPTV股权的境外公司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增资。 增资完成后，弘毅公司与Noble?Pavilion?Ltd各持

有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 50%股权。 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持有PPTV� 22.5%的股权。 由此， 凤凰传媒间接持有PPTV股权约为

9.5625%。

（三）凤凰传媒此次专项投资需承担的总投资金额为5883万美元，折合人

民币约为3.71亿元，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美元

项目 金额

投资本金

5167.15

按比例承担垫付借款的利息费用

（

2013

年

11

月

15

日到

2014

年

8

月

20

日

）

321.13

江苏基金的筹建费

0.3054

基金管理费

310.03

PPTV

投资筹建期费用

84.31

合 计

5882.93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退出条款及利润分配安排

1、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投资期限满三年后，在弘毅提起时可回购弘

毅及其联合投资人凤凰传媒、 苏豪控制的Noble?Pavilion?Ltd公司持股的

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股权，保底利率为年化12%。 2016年12月31

日，在交割完成三年后执行保底回购条款，收益倍数1.4倍，内部收益率11.5%。

（说明：凤凰传媒需向弘毅支付管理费和收益分成，支付后凤凰传媒实际的保

底收益率将不足12%）

2、投资期限满三年后或PPTV上市后，若凤凰传媒选择继续持有，则弘毅

将从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通过减资方式退出， 凤凰传媒将实际

控制Exalt� Spring� Holdings� Limited。

3、 弘毅将在项目非以苏宁云商承诺回购的方式退出后在境外进行投资收

益分成。 分成的计算采用 （退出收益—投资成本）×7.5%�的方式。 “投资收

益” 的计算根据凤凰传媒退出时点股票的市值，或凤凰传媒继续持有但弘毅退

出时点股票的市值计算确定。 “投资成本” 的计算根据凤凰传媒投资额（不含

利息），加上凤凰传媒承担的相关筹建费用总和确定。

4、若弘毅选择退出，凤凰传媒继续持有，则凤凰可将相当于收益分成价值

的PPTV股票转让给基金管理公司（境外），以完成收益分成的支付。

5、江苏基金退出PPTV项目时，如果凤凰传媒出于战略需要，需进一步持

有PPTV股权时，享有在同等条件下对于PPTV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6、凤凰享有基金中凤凰关于PPTV项目投资额度相对应的管理费的结余。

四、交易的资金来源和投资架构

凤凰传媒拟以人民币370,624,491.11元受让华泰持有的江苏基金7.32%

的认缴份额。 认缴完成后，江苏基金将以该部分资金专项投资于PPTV项目。

本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凤凰传媒关于公司拟参投江苏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并用于专项投资PPTV的议

案》。

五、本次专项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

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

影响力的新型国有媒体集团。 据统计，与PPTV�同类情况的其他视频企业大多

已被并购，PPTV是现存少数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视频公司之一， 体现出它的资

源稀缺性。

该项目属于风险基本可控的财务投资项目。 由苏宁控股集团提供回购承

诺，因为有保底收益。 凤凰传媒可以首先作为财务投资者，投资PPTV获取年化

近12%投资财务收益及未来可能的增值收益。 其次，PPTV是国内领先的网络

视频公司之一，属于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行业，凤

凰传媒作为战略投资，将根据其业务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战略合作的规划。

基于行业背景和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凤凰传媒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合伙权益转让协议》

（三）《入伙协议》

（四）《有限合伙协议之各方补充协议》

（五）《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回购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