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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3 � � 股票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5-001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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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8日，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孝

昌枫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36号），批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67,129,038股股份、向孝昌沐森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7,049,024股股份、向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发行21,

938,794股股份、向唐彬森发行9,653,278股股份、向谢贤林发行7,495,451股股份、向周雨

发行4,108,315股股份、向吴凌江发行3,805,886股股份、向高志勇发行3,503,458股股份、

向舒圣林发行1,084,069股股份、 向王安妮发行1,462,687股股份、 向涂智炜发行1,462,

687股股份、向张燕发行626,866股股份、向任超发行46,537股股份、向陈晟发行46,537股

股份、向徐诚发行46,537股股份、向陈根发行46,537股股份、向马琳发行46,537股股份购

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7,370,564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三、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

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0373 � � 股票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5-002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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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文传媒” 、“上市公司” 、或“公司” ）于

2014年8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全文披露了《中文天

地出版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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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草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于2014年11月26日经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获无条件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41106号）

的内容，结合交易各方和标的资产的最新经营及财务情况等事项，对2014年8月出具的《中

文天地出版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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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 （草

案）》进行了更新、补充与完善。 更新后的《中文天地出版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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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 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进行公告。 投资者在阅读和使用公司的重组报告书时，应以本次披露的重组报

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为便于投资者查阅，现将更新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重大事项提示

“七、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安排”明确了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将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

二、重大风险提示

“三、 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及本次交易未提供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报告

的说明” 中的“（二）上市公司未提供盈利预测报告的说明” 更新了本次交易未提供上市公

司盈利预测报告的说明。

“五、税收优惠到期的风险”更新了标的公司相关资质无法续展对评估值的影响。

“八、部分游戏产品尚未及时取得所需证照及批准的风险” 更新了标的公司相关游戏

文化部备案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前置审批事宜进展情况。

三、释义

更新了“报告期” 的释义。

更新了“实际净利润” 的释义。

四、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中的“（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更新了上市公司战略规

划；“（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更新了本次与智明星通交易的原因和必要性；“（三）本次交

易后的整合计划”更新了本次交易后的整合计划。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中的“（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更新了上市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宜、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情况。

五、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更新了上市公司注册资本。

“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更新了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经营范围。

六、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三、周雨”中的“基本情况”更新了住所信息。

“二十、一致行动人情况”补充了关于标的公司一致行动人情况的说明。

七、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二、历史沿革” 中的“（十二）2014年5月，股权转让” 补充了王安妮股权代持与解除

相关事项的说明、补充了持股平台整合的原因及必要性。

“四、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中的“（一）主营业务发

展情况” 更新了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介绍及主营业务构成情况；“（二）主要财务数据” 补充

了标的公司在开发项目研发费用产生的时间点及账务处理方式。

“七、资产评估情况” 中的“（一）收益法评估情况” 中的“4、评估预测” 补充披了2015

年及以后年度游戏产品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测算依据、 测算过程及测算的合理性分析；

“（四）将未开发项目纳入收益法评估范围的说明”更新了未开发项目纳入收益法评估范围

的说明；“（六）游戏生命周期合理性的说明” 补充了关于标的公司游戏生命周期合理性的

说明。 “（七）净利率高于报告期净利率的原因及净利率预测的合理性说明”更新了标的资

产预测净利润高于报告期净利润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评估值对净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分

析；“（八） 汇率风险对评估值影响的说明” 补充了汇率风险对于评估值的影响分析；

“（九）高新技术企业续展的说明” 补充了关于标的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续展相关情况的说

明。

“九、最近三年的股权转让、增资和资产评估情况” 补充了对于历次股权转让行为是否

构成股权激励的判断及依据。

“十、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及其影响” 补充了历次股权转让的会计处理方法、对标的资

产利润及盈利预测的影响。

“十一、交易标的的合法合规性” 中的“（三）涉及的未决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情况”更

新了标的公司子公司上上签于2014年3月就Foxit违约事项请求仲裁相关事项的会计处理

及进展情况；“（六）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利润分配情况”补充了标的资产历次分红的原因，是

否履行必要的审议和批准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对标的资

产生产经营的影响；“（七）生产经营业务资质情况” 更新了标的公司游戏产品相关文化部

备案的情况。

八、第五章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二、智明星通的主要产品及服务” 中的“（一）流量入口层———以系统级的安全软件

为切入点，以导航网站为流量入口获取海量用户” 补充了标的公司旗下导航网站世界市场

占有率，与竞争对手相比核心竞争力，互联网产品收入来源、收入确认方法；“（二）平台业

务层———打造品牌，提高用户留存，促进实现流量转化与变现” 、“（三）游戏与应用APP开

发层———实现流量变现”更新了标的公司主要游戏2014年截至6月末的业务数据情况。

“三、采购、生产及销售模式” 中的“（三）运营及盈利模式” 更新了标的公司各游戏与

渠道商、代理商收入分成比例情况。

“四、主要产品或服务营业收入情况” 中的“（一）主要产品及服务的营业收入占比及

变化趋势”更新了标的公司自研游戏中自主运营模式、授权代理模式游戏业务收入金额、占

比情况、标的公司2013年互联网产品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 “（三）主要游戏产品的关键业

务数据” 补充了标的公司主要游戏的游戏总用户数、游戏活跃用户数、付费用户数、人均

ARPU值、付费用户的人均ARPPU值、用户群体、用户地域分布、充值消费比等信息。补充说

明了充值消费比异常的界定标准；“五、主要客户的销售情况” 中补充了前五大客户名称。

“七、交易标的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分析” 中的“（二）负债结构及其变化分析”补

充了标的资产负债率分析，同时结合标的资产的现金流量状况、可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

度，分析说明了标的资产的财务安全性及对后续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四）非经

常性损益分析” 更新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及预测期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情况，明确了标的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将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

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

“八、交易标的主要资产情况” 中的“（一）固定资产” 更新了标的公司房屋租赁情况；

“（二）无形资产”更新了境外商标权情况。

九、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及本次交易内容” 明确了盈利补偿所涉现金补偿以及本次交

易现金对价的具体支付顺序。

“四、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明确了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将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 执行， 根据评估报告调整了

2014-2016年的承诺净利润、补充了股权激励计划及业绩奖励的会计处理情况、上市公司、

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深圳利通就盈利预测补偿所做的特别约定的原因及金额测算依据。

“五、关于现金对价及盈利预测现金支付顺序安排” 明确了现金对价及盈利预测现金

支付顺序安排情况。

“六、管理层激励” 补充了业绩奖励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的依

据。

十、第九章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二、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中的“（一）拟购买资产定价的公允性分析”补充了

上市公司结合近期游戏类及互联网可比交易分析本次交易作价的公允性情况。

十一、第十章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二、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中的“（三）行业竞争态势以及标

的公司竞争优势”补充了标的公司导航网站主要竞争对手情况、标的公司竞争优势情况。

“四、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中的“（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计划”补充了

募集配套资金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的说明；“（二）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补充了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分析；“（三）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补充了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的

内部控制制度情况；“（四）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失败的补救措施” 补充了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失败的补救措施情况。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影响分析“中的“（二）对上市公司业务开展计划、定

位及发展方向的影响” 补充了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上市公司未来业务与标的

资产相关业务的开展计划、定位及发展方向；“（三）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整合的影响” 及

“（四）对上市公司人员结构和公司治理的影响” 补充了上市公司重组的整合计划，交易完

成后的人员整合及对标的资产的管控能力等情况。

十二、第十一章 财务会计信息

“二、标的公司盈利预测数据”中的“（六）盈利预测可实现性”结合标的公司截至目前

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完成情况，补充了标的公司2014年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分析。

“三、关于本次交易未提供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说明” 更新了上市公司未提供盈

利预测报告的说明。

十三、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情况”补充了标的公司2014年1-6月新增关联交易情况。

十四、第十三章 资金、资产占用及担保情况

更新了标的公司的资金、资产占用及担保情况。

十五、第十七章 风险因素

“三、 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及本次交易未提供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报告

的说明”更新了上市公司未能提供盈利预测报告的说明和提示。

“八、部分游戏产品尚未及时取得所需证照及批准的风险” 更新了标的公司游戏文化

部备案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前置审批进展情况。

十六、第十八章 其他重要事项

“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补充了本次重组中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

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表决情况、网络投票的落实情况、资产定价公允性、并购重组

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等。

“四、标的资产评估净利润、盈利预测报告净利润、承诺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

性”补充了标的公司评估净利润、盈利预测报告净利润、承诺净利润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

性分析。

十七、第二十章 中介机构及有关经办人员

更新了“三、审计机构” 。

十八、第二十一章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址

更新了“智明星通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4]第24735号）” 。

十九、涉及财务数据的章节

根据上市公司、标的公司及交易各方2014年半年度财务数据及行业数据，更新了相关

财务信息及业务信息，涉及“重大风险提示”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第三章 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第五章 交易标的业务情况” 、“第九章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第十章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的影响分析” 、“第十一章 财务会计信息” 、“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第十四

章 本次交易对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第十七章 风险因素” 、“第十八章 其他重要事

项” 。

二十、附注

补充了标的公司相关业务数据。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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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文传媒

股票代码：600373

信息披露义务人：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湖北省孝昌县小悟乡林业管理站内

通讯地址：湖北省孝昌县小悟乡林业管理站内

一致行动人：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孝昌县小悟乡林业管理站内

通讯地址：湖北省孝昌县小悟乡林业管理站内

一致行动人：唐彬森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6号8层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一月

声 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准

则第15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

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一致行动人在中文传媒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文传媒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中文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一部

分。 中文传媒拟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枫杰投资等19方合计持有的智明星

通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交易总金额=标的资产交易价格+配套融资金额上限）25%的配套资金，用以支付部分现

金对价。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中文传媒董事会的批准、中文传媒股东大会的批准、江西省

财政厅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

动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中文传媒、上市公司、公司 指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枫杰投资 指 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唐彬森和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沐森投资 指 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智明星通、标的公司 指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拟购买资产、标的资产 指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交易对方、智明星通全体股东 指

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张燕、陈晟、任

超、徐诚、马琳和陈根等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深圳利通、创新工场

和贝眉鸿等企业

交易各方 指

中文传媒、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张

燕、陈晟、任超、徐诚、马琳和陈根等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深圳利

通、创新工场和贝眉鸿等企业

首次董事会 指 中文传媒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定价基准日 指 中文传媒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收购的发行价格 指

本次收购的发行价格为审议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23.12元/股。 根据中文传媒于2014年6月13日发布的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实施公告》（临2014-034），本次收购的发行价格调整为12.73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

发行底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23.12元/股） 的90%， 即20.81元/股。 根据中文传媒于

2014年6月13日发布的《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临2014-034），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为11.46元/股

沐森投资 指 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枫杰有限 指 孝昌县枫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利通 指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创新工场 指 创新工场维申（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贝眉鸿 指 北京贝眉鸿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中文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智明星通全体股东购买智明星通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收购 指 中文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智明星通全体股东购买智明星通100%股权

交易价格 指

以经江西省财政厅备案的、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

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

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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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枫杰投资

（一）基本情况

中文传媒、上市公司、公司 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湖北省孝昌县小悟乡林业管理站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孝昌县枫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人：唐彬森）

认缴出资额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420921000017624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09956999-2

税务登记证号 孝昌国税字420921099569992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

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成立时间 2014年5月15日

合伙期限 自2014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15日

（二）主要合伙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枫杰投资合伙人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枫杰有限 普通合伙人 1,000 货币 0.01

2 唐彬森 有限合伙人 3,652,000 货币 36.52

3 谢贤林 有限合伙人 2,255,000 货币 22.55

4 周雨 有限合伙人 1,236,000 货币 12.36

5 吴凌江 有限合伙人 1,145,000 货币 11.45

6 高志勇 有限合伙人 1,054,000 货币 10.54

7 舒圣林 有限合伙人 326,000 货币 3.26

8 陈晟 有限合伙人 14,000 货币 0.14

9 万毅 有限合伙人 18,000 货币 0.18

10 徐诚 有限合伙人 14,000 货币 0.14

11 马琳 有限合伙人 14,000 货币 0.14

12 陈根 有限合伙人 14,000 货币 0.14

13 任超 有限合伙人 14,000 货币 0.14

14 王安妮 有限合伙人 243,000 货币 2.43

合计 - 10,000,000 - 100.00

（三）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唐彬森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10319821212****

长期居住地 北京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四）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枫杰投资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二、一致行动人：沐森投资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孝昌县小悟乡林业管理站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孝昌县沐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人：唐彬森）

认缴出资额 532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420921000017665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09956976-5

税务登记证号 孝昌国税字420921099569765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

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成立时间 2014年5月16日

合伙期限 自2014年5月16日至2019年5月14日

（二）主要合伙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沐森投资合伙人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沐森有限 普通合伙人 532 货币 0.01

2 唐彬森 有限合伙人 3,550,036 货币 66.73

3 周凡 有限合伙人 27,664 货币 0.52

4 赵宏福 有限合伙人 75,544 货币 1.42

5 苏雯雯 有限合伙人 4,788 货币 0.09

6 鲍雨 有限合伙人 84,588 货币 1.59

7 莫离 有限合伙人 73,948 货币 1.39

8 耿勇江 有限合伙人 18,620 货币 0.35

9 王奉昆 有限合伙人 9,044 货币 0.17

10 傅瑜 有限合伙人 37,240 货币 0.7

11 陈奎廷 有限合伙人 36,708 货币 0.69

12 周燏 有限合伙人 36,708 货币 0.69

13 王晶鑫 有限合伙人 9,044 货币 0.17

14 康旭 有限合伙人 36,708 货币 0.69

15 胡超 有限合伙人 103,208 货币 1.94

16 袁园 有限合伙人 93,100 货币 1.75

17 童悦 有限合伙人 55,328 货币 1.04

18 章肖洋 有限合伙人 75,544 货币 1.42

19 王现伟 有限合伙人 55,328 货币 1.04

20 江涌涛 有限合伙人 55,328 货币 1.04

21 张燕 有限合伙人 184,072 货币 3.46

22 廖赟 有限合伙人 8,512 货币 0.16

23 楚亚虹 有限合伙人 94,696 货币 1.78

24 苏立龙 有限合伙人 94,696 货币 1.78

25 彭悦 有限合伙人 94,696 货币 1.78

26 涂智炜 有限合伙人 284,620 货币 5.35

27 李雪 有限合伙人 9,044 货币 0.17

28 韩文亮 有限合伙人 18,620 货币 0.35

29 宋璇 有限合伙人 92,036 货币 1.73

合计 - 5,320,000 - 100.00

（三）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唐彬森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10319821212****

长期居住地 北京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四）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沐森投资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一致行动人：唐彬森

（一）基本情况

姓名 唐彬森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10319821212****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6号8层

通讯方式 010-82800116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唐彬森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中文传媒拟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唐彬森等19方

合计持有的智明星通100%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

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交易总金额=标的资产交易价格+配套融资金额上限）25%的配套资

金，用以支付部分现金对价。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智明星通是一家具备平台优势的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媒体、信息

娱乐、国际化、云计算等方面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中文传媒将通过本次收购，布局互联网业

务，发挥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协同优势，推动公司转型升级为全方位、全媒介、全产业链的

文化产品及服务提供商。

本次交易完成前，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唐彬森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枫杰投资将持有上市公司67,129,038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5.104%；沐森投资将持有上市公司7,049,024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0.536%；唐彬森将持有上市公司9,653,278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0.734%； 枫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83,831,

34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6.374%。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枫杰投资、沐森投资承诺，若其持有用于本次交易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智

明星通股权截至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已满12个月的，则其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交割12个月后解禁30%，交割24个

月后解禁另外35%，交割36个月后解禁剩余35%；若其持有用于本次交易认购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智明星通股权截至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未满12个月且中国证监会要求，则

其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唐彬森承诺在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交割12个月后解禁30%，交割24个月后解禁另外35%，交割36个月后解禁剩余

35%。

除本次交易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唐彬森不存在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中文传媒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唐彬森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枫杰投资将拥有上市公司67,129,038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5.104%；沐森投资将拥有上市公司7,049,024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0.536%；唐彬森将拥有上市公司9,653,278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0.734%； 枫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83,831,

34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后总股本的6.374%。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和方案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4年6月20日，中文传媒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

2014年8月11日，中文传媒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

2014年10月27日，交易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一）》。

2014年11月4日，交易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

（二）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

部分，具体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向唐彬森等14名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深圳利通、创新工场和贝眉

鸿等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智明星通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

为266,000.00万元， 其中现金支付101,080.00万元， 占交易价格的38%； 股份支付164,

920.00万元，占交易价格的6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审议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23.12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将根据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临2014-034），本次收购的发行价格调整为12.73元/股。 根据调

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本次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约129,552,238股股份，同时支付现金金额约

101,080.00万元。

具体交易对价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总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股份对价（元）

枫杰投资 1,524,738,909 670,186,243 854,552,666

沐森投资 160,108,397 70,374,308 89,734,089

深圳利通 431,615,870 152,335,012 279,280,858

创新工场 69,661,339 69,661,339 -

贝眉鸿 48,243,098 48,243,098 -

唐彬森 122,886,228 - 122,886,228

谢贤林 95,417,089 - 95,417,089

周雨 52,298,850 - 52,298,850

吴凌江 48,448,933 - 48,448,933

高志勇 44,599,017 - 44,599,017

舒圣林 13,800,200 - 13,800,200

王安妮 18,620,000 - 18,620,000

涂智炜 18,620,000 - 18,620,000

张燕 7,980,000 - 7,980,000

任超 592,414 - 592,414

陈晟 592,414 - 592,414

徐诚 592,414 - 592,414

陈根 592,414 - 592,414

马琳 592,414 - 592,414

合计 2,660,000,000 1,010,800,000 1,649,200,000

2、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

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标的资产交易价格+配套融资金额上限）的25%，即88,666.67万元。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0.81元/股。定

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中文天地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临2014-034），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为11.46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

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而确定。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数合计不超过7,737.06万股。 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

本次收购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

次收购的实施。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性质及转让限制情况

1、本次收购股份锁定安排

若枫杰投资、沐森投资、深圳利通、王安妮、涂智炜、张燕持有用于本次交易认购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智明星通股权截至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已满12个月的，则其在本次

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交割12个月

后解禁30%，交割24个月后解禁另外35%，交割36个月后解禁剩余35%。若枫杰投资、沐森投

资、深圳利通、王安妮、涂智炜、张燕持有用于本次交易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智

明星通股权截至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未满12个月且中国证监会要求，则其在本次交易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陈晟、任超、徐诚、马琳和陈根在本次交

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交割12个月后解

禁30%，交割24个月后解禁另外35%，交割36个月后解禁剩余35%。

2、配套募集资金股份锁定安排

参与配套募集资金认购的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智明星通的财务数据

根据普华永道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4）第24699号审计报告，智明星通最近两

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2,948,259 75,524,439 87,023,885

应收账款 102,363,349 94,892,395 32,915,785

预付款项 18,777,906 10,928,107 5,500,239

其他应收款 27,478,083 26,266,518 1,325,147

其他流动资产 4,033,679 18,985,738 30,548,628

流动资产合计 265,601,276 226,597,197 157,313,684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 1,257,430 9,121,177

固定资产 6,986,274 7,412,239 6,396,141

无形资产 19,424,670 15,507,857 5,468,047

长期待摊费用 323,145 466,166 233,09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8,332 2,648,531 1,640,55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222,421 27,292,223 22,859,005

资产总计 293,823,697 253,889,420 180,172,68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000,000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1,240,400 - -

应付账款 51,121,470 57,420,833 12,361,023

预收款项 52,497,365 69,765,378 44,813,559

应付职工薪酬 6,745,177 14,733,719 5,591,119

应交税费 278,320 6,229,337 1,028,290

应付利息 224,982 - -

应付股利 - 5,726,880 30,000,000

其他应付款 735,519 3,962,976 1,179,882

其他流动负债 3,000,000 4,150,000 7,56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28,843,233 161,989,123 102,533,873

负债合计 128,843,233 161,989,123 102,533,87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0,309,278 10,309,278 10,309,278

资本公积 49,259,150 43,233,754 41,425,081

盈余公积 5,154,639 5,154,639 5,154,639

未分配利润 99,287,717 32,568,382 20,749,8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64,010,784 91,266,053 77,638,816

少数股东权益 969,680 634,244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980,464 91,900,297 77,638,816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93,823,697 253,889,420 180,172,689

（二）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6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营业收入 466,898,216 618,338,078 277,197,474

减：营业成本 -166,992,960 -259,663,983 -168,354,246

营业税金及附加 -529,883 -12,101,916 -10,375,603

销售费用 -176,636,764 -195,165,878 -33,328,361

管理费用 -37,197,025 -68,097,588 -54,711,954

财务费用-净额 -1,584,178 -2,094,268 -518,738

资产减值损失 -1,322,009 -3,923,465 -3,137,083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240,400 - -

加：投资收益/（损失） -24,115 4,010,244 854,306

其中：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59,341 419,543 -42,113

二、营业利润 81,370,882 81,301,224 7,625,795

加：营业外收入 3,203,820 18,234,553 6,771,149

减：营业外支出 -10,000 -9,435,913 -150,000

三、利润总额 84,564,702 90,099,864 14,246,944

减：所得税费用 -2,845,367 -14,281,300 -617,431

四、净利润 81,719,335 75,818,564 13,629,51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719,335 75,818,564 13,629,513

五、其他综合收益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81,719,335 75,818,564 13,629,51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1,719,335 75,818,564 13,629,513

（三）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6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63,398,608 462,515,649 212,056,092

收到的税费返还 - 130,557 106,77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54,238 14,961,814 10,467,5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3,952,846 477,608,020 222,630,42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53,883,602 -267,686,560 -104,449,3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0,531,221 -68,278,423 -54,919,779

支付的各项税费 -5,996,418 -22,068,473 -17,743,8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27,413 -28,465,188 -8,887,6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5,438,654 -386,498,644 -186,000,604

经营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14,192 91,109,376 36,629,81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7,753,315 55,526,875 19,613,13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 138,667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980,000 10,847,116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282,604 - 1,957,14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015,919 66,373,991 21,708,94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2,442,711 -20,114,692 -10,140,7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 -44,000,000 -40,88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77,405 -14,874,272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820,116 -78,988,964 -51,020,740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95,803 -12,614,973 -29,311,79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20,878,00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000,000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000,000 - 20,878,002

分配股利、利润支付的现金 -22,294,175 -88,273,120 -24,00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1,567,295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294,175 -88,273,120 -24,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4,175 -88,273,120 -3,121,99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92,000 -1,720,729 -342,79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减少）额 37,423,820 -11,499,446 3,853,22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5,524,439 87,023,885 83,170,65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2,948,259 75,524,439 87,023,885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中文传媒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报告书披露前24个月内，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唐彬森与中文传媒未发生重大交易。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中文传媒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唐彬森与中文传媒无重大交易安排。

七、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决策过程

1、2014年6月19日，智明星通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中文传媒转让其持有的

智明星通全部股权，股东均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2014年6月20日， 中文传媒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同日，中文传媒与交易对方签署《框架协议》；

3、2014年8月7日，中文传媒取得江西省财政厅对本次交易的评估备案；

4、2014年8月11日，中文传媒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正式方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同日，中文传媒与交易对方签署《补充协议》；

5、2014年8月22日，中文传媒取得江西省财政厅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6、2014年8月29日，中文传媒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

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7、2014年10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一）>的议案》。 同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补充协议（一）》；

8、2014年11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文

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的议案》。 同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补充协议（二）》。

9、2014年11月26日，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

64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过。

10、2015年1月8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向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36号）的文件，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自上市公司股票停牌日（2014年3月17日）前6个月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唐彬森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枫杰投资、沐森投资营业执照

2、枫杰投资、沐森投资主要负责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协议

4、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唐彬森关于中文传媒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5、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6、枫杰投资、沐森投资和唐彬森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中文传媒住所及上交所。

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省上饶市

股票简称 中文传媒 股票代码 60037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湖北省孝昌县小悟乡林业管理站内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83,831,340股 变动比例：6.374%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备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枫杰投资、沐森

投资和唐彬森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中文传媒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

经自查，自上市公司股票停牌日（2014

年3月17日）前6个月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不存在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备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备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代表人）：

一致行动人：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一致行动人：唐彬森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