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506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2017-96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较高的风险。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藤木网络 100%股权按收益法
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3.03 亿元，较藤木网络基准日报表（2017 年 6 月 30 日）股东全部权益
-219.24 万元增值较大，主要是由于藤木网络属于轻资产行业，核心优势是高效、专业的研
发团队，完善的研发体系和较强的研发技术。因此，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基于未来盈利预测的
收益法，盈利预测是基于历史经营情况和行业发展速度等综合考量进行谨慎预测，但仍存在
由于市场增速放缓、产业政策波动、行业竞争加剧等变化使得未来实际盈利未达预测而导致
藤木网络的实际价值低于目前评估结果的风险。
2. 藤木网络目前在运营的游戏产品主要为手游“阿拉德之怒”，运营产品单一，如果未
来游戏产品运营状况出现变化导致游戏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或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将对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
3. 藤木网络目前的游戏发行、代理等业务均通过股东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开展，业务收
入均来源于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的运营收入分成，对恺英网络存在重大客户依赖风险。
4. 恺英网络与藤木网络及其他股东于 2016 年 12 月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标的公司后
续融资时应保持恺英网络持股比例 20%不变，为此产生的费用由藤木网络支付。另外，自
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内，恺英网络有权选择以标的公司后续融资估值的 75%增资取得 10%
股权。如果藤木网络自身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充裕，在未来五年内不进行增资，则上述约定对
后续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未来五年内藤木网络及相关股东建议采用增资的方式
扩充藤木网络注册资本，则上述约定对增资进入的股东和原股东方的股权比例将产生不利影
响。
5. 根据营业收入计算公式及相关参数的选取，2017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的营业收入及
流水预测数据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游戏运营分成收入（营业收入）

2017 年 10-12 月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6,620.08

38,693.78

10,216.87

运营总流水（含税）

68,939.54

273,436.04

72,199.24

月平均流水（含税）

22,979.85

22,786.34

8,022.14

根据实际运营数据统计，2017 年 10 月和 11 月的实际运营流水分别为 16,177.00 万元
和 13,479.00 万元，由于《阿拉德之怒》上线运营后，进行了较多的迭代更新和优化，所以
顺延了版本更新及市场推广计划，影响了对应时间段的流水金额，导致 11 月的实际流水和
预测流水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上述差异存在藤木网络业绩预测不能实现的风险。
6.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藤木网络 55%的股权，该交易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若支付
的合并对价高于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则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成一定金额的
商誉。藤木网络成立时间较短，当前净资产较小，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将形成较大商誉。
公司将在会计年末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公司业绩
出现大幅度下降，存在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风险。
7. 交易协议中约定交易对方购买公司股票及进行锁定安排是基于交易对方对公司发展
的信心，以及公司作为投资时对交易对方的商业要求，并不与业绩承诺和补偿条款直接挂钩。
交易对方所持股票的解锁安排并不完全与业绩补偿承诺的期间和金额相匹配。当王冲、刘成
光、杨慧芳、王慧燕将从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绝大部分用于购买股票后，其后续履行业绩补
偿承诺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出售购买的中润资源股票所获得的资金。交易协议未对股票是否质
押进行限制。交易对方承诺若锁定股票进行质押融资，仅用于购买中润资源股票。虽然对所
购股票进行锁定，但具体过程的保障尚存在不可确定的风险，亦存在无法全部履行补偿义务
的风险。

为提升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中润资源”）未
来盈利能力，在原有地产、矿业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公司拟收购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55%股权，从而逐步实现上市公司内部轻重资产业务的平衡，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运营
效率，为公司的股东带来丰厚的回报。按照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本次收购标的公司 55%的
股权将为公司 2017 年-2020 年分别增加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75 万元、2750 万元、3300
万元和 385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以 1.65 亿元人民币受让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藤
木网络”）股东合计持有的 55%的股权，其中受让王冲持有的 27.50%股权、受让刘成光持有
的 13.75%股权、受让杨慧芳持有的 10.31%股权、受让王慧燕持有的 3.44%股权。本次收购
完成后，藤木网络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及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王冲
王冲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从事腾讯科技公司
客户端开发工作，任上海纽维科技有限公司程序架构师、杭州电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程序主
管，现任藤木网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冲先生持有藤木网络40%的股权。
2. 刘成光
刘成光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腾讯科
技公司软件工程师职务、恺英网络游戏工作室总经理，任多家游戏公司研发总监，系藤木网
络联合创始人。刘成光先生持有藤木网络20%的股权。
3. 杨慧芳
杨慧芳女士，1954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就职于上海印染内衣厂直
至退休，藤木网络项目投资人。杨慧芳女士持有藤木网络15%的股权。
4. 王慧燕
王慧燕女士，1968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多家游戏公
司程序设计师、服务端程序师、手游服务端主程序负责人。王慧燕女士持有藤木网络5%的
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藤木网络股东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英网络”）就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藤木网络55%的股权。根据天源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源评报字（2017）第0376号《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方
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藤木网络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3.03亿元。各方一致协商确定本次藤木网络55%股权作价为1.65亿元人
民币。
根据对藤木网络未来经营情况的合理预测，业绩承诺人王冲、刘成光、杨慧芳、王慧
燕承诺：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预测盈利数分别确定为2500万元、5000
万元、6000万元和7000万元。
本次交易的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等方式取得，
自筹资金的使用将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和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进行。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藤木网络基本情况
（一）藤木网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9月11日
注册资本： 3,750,000.00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文一西路1818-2号1幢114室
法定法表人：王冲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
计算机软硬件、教育软件、多媒体技术、通讯技术
（二）藤木网络主营业务情况
1. 藤木网络主要业务及产品和服务的情况
游戏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主要是游戏开发商、游戏运营商、游戏渠道商、支付服务商、

游戏玩家（消费者）。藤木网络是一家以移动游戏为核心，专注于研发的游戏开发商，其收
入来源于自行研发游戏的运营收入分成。
2. 藤木网络主要财务情况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字[2017]4881号审计报告，
藤木网络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1）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2）简要利润表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3）简要现金流量表

2017-6-30
1,384,484.44
110,150.10
1,494,644.54
3,687,065.32
3,687,065.32
-2,192,420.78

单位：元
2016-12-31
922,331.14
922,331.14
1,531,213.75
1,531,213.75
-608,882.61

2017年1-6月
198,395.53
-2,833,538.17
-2,833,538.17

单位：元
2016年度
-1,858,882.61
-1,858,882.61
单位：元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17年1-6月
-1,432,217.25
-117,143.50
1,500,000.00
782,661.80

2016年度
-1,417,977.45
2,250,000.00
832,022.55

3. 藤木网络目前运营的游戏主要为手游“阿拉德之怒”，该游戏于 10 月 1 日正式上线，
具体的运营数据如下：

9月

当月

月均日活跃

月付费

流水

APRU

充值消

注册数

用户数

用户数

总额（元）

（元）

耗比

378,798

50,173.10

114,891

14,716,184

128.09

90.24%

10 月

5,469,849

657,411.03

1,211,135

161,768,910

133.57

88.66%

11 月

3,497,951

636,546.83

803,614

134,789,474

167.73

93.42%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游戏玩家的地域分布情况如下：
省份

广东

占比

11.99%

省份

湖南

河南

江苏

7.62%

7.29%

广西

黑龙江

山东

河北

浙江

四川

辽宁

6.12%

5.81%

5.59%

4.24%

3.99%

安徽

福建

北京

陕西

吉林

湖北
3.54%
其他

占比

3.44%

3.19%

3.13%

2.97%

2.80%

2.74%

2.59%

2.48%

20.47%

藤木网络目前针对当前游戏进行深度开发，暂时没有其他产品排期。
（三）截至目前，藤木网络无对外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四）截至目前，藤木网络拥有的软件著作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情况如下：
藤木网络共拥有 3 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著作权人
名称

登记日

类型

证书号

登记号

取得方式
期

藤木永恒的阿拉德

软件著作

游戏软件

藤木网络

软著登字第

2017SR0

2017-01-

权

1596069 号

09785

10

藤木地下城与盟约

软件著作

软著登字第

2017SR5

2017-09-

手机游戏软件

权

2139160 号

53876

28

藤木网络
藤木地下城盟约手

变更软件

软著变补字第

2017SR5

2017-10-

机游戏软件

名称

201720453 号

53876

27

挚娜阿拉德之怒游

软件著作

软著登字第

2016SR2

2016-09-

戏软件

权

1461205 号

82588

30

挚娜网络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注：上海挚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挚娜网络”）为藤木网络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软件著作权不存在权属瑕疵或纠纷。
（五）藤木网络其他应收款中大部分为对股东王冲、刘成光的备用金。截至目前，上述
备用金已归还，其他应收款中对股东王冲、刘成光的余额为零。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为交易
对方提供担保、财务资助或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等情
形。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审批制度，对藤木网络加强
资金使用的监管，防止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六）藤木网络运作初期，由于运营资金不足向自然人借款，该款项无具体的利率和期
限。截至目前，其他应付款中向自然人的暂借款已全部归还。
（七）其他流动负债中的游戏版权金为恺英网络独家代理藤木网络的网页版“深渊与勇
者”（原名“阿拉德之怒”）时支付的游戏版权金，2017 年 4 月 28 日，藤木网络与恺英
网络、上海欣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独家发行运营推广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独代期限
自游戏正式收费运营之日起算，共计两年。若各方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内无书面异议，
合同有效期届满后自动顺延一年作为运营收尾工作。记入其他流动负债中的版权金将在上述
三年内分期确认版权金收入。
版权金收入属于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年版本）对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解释 “如果合同或协议规定一次性收取使用费,且不提供后续服务
的，应当视同销售该项资产一次性确认收入；提供后续服务的，应在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有效
期内分期确认收入。”由于藤木网络在收取版权金后仍负责该游戏产品后续的研发、更新、
修改中文网页版及后续同品牌系列网络游戏的服务器端程序网络运营技术，公司据此确定的
版权金的收入确认方法：自游戏正式收费运营之日起算三年内分期确认收入。目前，该网页
版游戏尚未正式运营。
（八）藤木网络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在分析各评估方法所得评估结果
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源评报字（2017）第0376号《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方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
日，藤木网络100%股权的评估值为3.03亿元。各方一致协商确定本次藤木网络55%股权作价
为1.65亿元人民币。
藤木网络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认缴的出资将于 2036 年 08 月 23 日前到位。截至本公
告日，藤木网络股东认缴的 375 万元注册资本已全部出资到位。本次评估是在实收资本为
75 万元的前提下做出的估值，评估基准日后增加的实收资本使估值增加了 300 万元，但由
于金额较小，交易双方仍将按照协议约定价格进行交割。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公司；乙方：藤木网络部分股东（即王冲、刘成光、杨慧芳、王慧燕））
1． 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设立的有限公
司，属于互联网游戏行业，目前注册资本为 3,750,000.00 元人民币，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王冲

1,500,000.00

40%

刘成光

750,000.00

20%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50,000.00

20%

杨慧芳

562,500.00

15%

王慧燕

187,500.00

5%

合计

3,750,000.00

100%

2、乙方合计持有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0%的股权，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先行收购
乙方合计持有的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5%的股权。
如藤木网络 2018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达到 5000 万元人民币，甲方有
权在 2019 年度内择机履行公司决策程序，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现金方式收购乙方剩余的
25%股权，乙方各方负责协调持有剩余 20%股权的股东出售股权，届时的购买价格以评估价
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如藤木网络 2018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达到 5000 万元人民币，且甲方
在 2019 年度内履行收购剩余股权的过程中，出现董事会、股东大会或审核机构（如需）未
通过的情形，乙方有权在前述未通过情形出现之日起三个月内以届时的市场价格回购甲方持
有的标的股权。
3. 整体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为：甲方通过向乙方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股权。交易完成后藤木
网络成为甲方控股子公司。
甲方向乙方各方购买标的股权的具体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王冲

1,031,250.00

27.50%

刘成光

515,625.00

13.75%

杨慧芳

386,719.00

10.31%

王慧燕

128,906.00

3.44%

合计

2,062,500.00

55.00%

4. 标的资产定价及对价支付方式
4.1 标的资产定价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藤木网络 55%的股权。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源评
报字（2017）第 0376 号《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方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藤木网络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3.03 亿

元。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各方一致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作价为 1.65 亿元人民币。具
体分配比例如下：王冲 8250 万元，刘成光 4125 万元，杨慧芳 3093 万元，王慧燕 1032 万元。
乙方各方同意如下支付方式：
（1） 在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各方支付股权转让对
价 1.65 亿元。
（2） 自乙方收到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之日起 3 个月内，乙方王冲或王冲控制的企业通
过大宗交易或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购买不低于 1.5 亿元甲方股
票。
4.2 锁定期安排
乙方根据 4.1 款购买对应价值 1.5 亿元的甲方股票（以下简称“锁定股票”），待满足以下
条件后可分期解锁：
（1） 在取得甲方的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后，甲方前一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且此前年度
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完毕之日起，按以下比例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锁定股票总额*30%；
（2） 在取得甲方的股份之日起 24 个月后，甲方前一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且此前年度
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完毕之日起，按以下比例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锁定股票总额*35%；
（3） 在取得甲方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后，甲方前一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且此前年度
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完毕之日起，按以下比例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锁定股票总额*35%。
5. 业绩承诺与补偿
5.1 乙方承诺，藤木网络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预测盈利数
分别确定为 25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和 7000 万元。
5.2 中润资源将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年度审计时对藤木网络当年的实际盈利数与预测
盈利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聘请经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实际盈利数与预测盈利数之差额以该专项审核结果
确定。
5.3 乙方承诺：如本次交易完成后，藤木网络在利润承诺期（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
任一年度内实际盈利数低于 5.1 款所约定的业绩承诺数，则补偿责任人将依据约定
的方式对中润资源进行相应的盈利预测补偿。
5.4 补偿金额
利润承诺期内某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年末累积预测盈利数－截至当年年末累
积实际盈利数）÷承诺期内各年预测盈利数的总和×本次交易中标的股权的作价－已
补偿金额。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如某年应补偿金额计算结果小于等于 0 时，则补偿责任人无需
进行补偿，但之前已经补偿的股份或现金亦不计算冲回。
5.5 补偿方式
乙方同意，作为本次交易中的补偿责任人应以现金进行补偿，各补偿责任人对应补
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补偿责任人应在收到中润资源书面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将相应的补偿现金支付至中润资源指定的银行账户。
5.6 减值测试补偿
在利润承诺期届满后二个月内，中润资源聘请经各方共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
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会计师事务所《减值测试报告》中的期末减值
额> 利润承诺期内已补偿总金额，则补偿责任人另行对中润资源进行补偿：
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责任人依据利润补偿承诺已支付的全部补偿额
具体补偿方式同 5.5 款，该减值测试补偿与最后一期盈利预测补偿一并操作和实施。
6. 过渡期安排
6.1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藤木网络产生的盈利、收益，与标的股权对应的部分归甲方
所有。如截止至交割日藤木网络出现亏损，则乙方需于亏损金额确定之日起 60 个
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足标的股权对应的亏损额（乙方内部按照本次交易中
各自取得的对价比例分摊）。过渡期内藤木网络的损益以本次交易完成后具有证券

业务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意见为准。
6.2

乙方各方承诺将充分发挥股东作用，确保藤木网络及其子公司在过渡期内遵循

以往的运营惯例和行业公认的善意、勤勉的标准继续经营运作，维持公司的经营状
况、行业地位和声誉，以及与政府主管部门、客户及员工的关系，制作、整理及妥
善保管文件资料，及时缴纳有关税费。
6.3

过渡期内，除经甲方事先书面认可的情况外，乙方各方应充分发挥股东作用以

确保藤木网络与其子公司以及乙方不发生对藤木网络及其子公司股权、资产、业务、
财务、人员等状况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或可能影响本次交易方案或藤木网络股权评
估价值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藤木网络变动股权或注册资本，利润分配，其资产、
负债或业务发生重大或不正常的变更或调整，其人员或薪酬发生重大变动等。如面
临或已知将面临上述情况，乙方各方应及时向甲方披露并取得甲方事先书面认可。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藤木网络自成立以来就定位于研发型企业，其核心人员均具有多年的互联网从业经验，
具有丰富的游戏开发经验。藤木网络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团队、美术团队、测试团队和
策划团队。公司多位技术人员掌握网络游戏开发的核心技术，有较强的持续创新能力。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在原有地产、矿业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尝试向互联网游戏研发领域拓
展，从而逐步实现上市公司内部轻重资产业务的平衡，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运营效率，增加
上市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
2．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较高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藤木网络100%股权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为3.03亿元，较藤木网
络基准日报表（2017年6月30日）股东全部权益-219.24万元增值较大。
藤木网络100%股权的评估值相较于对应的净资产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藤木网络属于
轻资产行业，核心优势是高效、专业的研发团队，完善的研发体系和较强的研发技术。因此，
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基于未来盈利预测的收益法，盈利预测是基于历史经营情况和行业发展速
度等综合考量进行谨慎预测，但仍存在由于市场增速放缓、产业政策波动、行业竞争加剧等
变化使得未来实际盈利未达预测而导致藤木网络的实际价值低于目前评估结果的风险。
（2）藤木网络目前在运营的游戏产品主要为手游“阿拉德之怒”，运营产品单一，如

果未来游戏产品运营状况出现变化导致游戏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或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将对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游戏产品单一的风险。
（3）藤木网络目前的游戏发行、代理等业务均通过股东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开展，业
务收入均来源于恺英网络及其子公司的运营收入分成，对恺英网络存在重大客户依赖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藤木网络对恺英网络存在的重大客户依赖风险。
（4）恺英网络与藤木网络及其他股东于 2016 年 12 月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标的公
司后续融资时应保持恺英网络持股比例 20%不变，为此产生的费用由藤木网络支付。另外，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内，恺英网络有权选择以标的公司后续融资估值的 75%增资取得
10%股权。如果藤木网络自身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充裕，在未来五年内不进行增资，则上述约
定对后续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未来五年内藤木网络及相关股东建议采用增资的
方式扩充藤木网络注册资本，则上述约定对增资进入的股东和原股东方的股权比例将产生不
利影响。
（5）根据营业收入计算公式及相关参数的选取，2017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的营业收入
及流水预测数据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游戏运营分成收入（营业收入）

2017 年 10-12 月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6,620.08

38,693.78

10,216.87

运营总流水（含税）

68,939.54

273,436.04

72,199.24

月平均流水（含税）

22,979.85

22,786.34

8,022.14

根据实际运营数据统计，2017 年 10 月和 11 月的实际运营流水分别为 16,177.00 万元
和 13,479.00 万元，由于《阿拉德之怒》上线运营后，进行了较多的迭代更新和优化，所以
顺延了版本更新及市场推广计划，影响了对应时间段的流水金额，导致 11 月的实际流水和
预测流水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上述差异存在藤木网络业绩预测不能实现的风险。
（6）上市公司本次收购藤木网络 55%的股权，该交易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若支付
的合并对价高于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则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成一定金额的
商誉。藤木网络成立时间较短，当前净资产较小，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将形成较大商誉。
公司将在会计年末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公司业绩
出现大幅度下降，存在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风险。
（7）交易协议中约定交易对方购买公司股票及进行锁定安排是基于交易对方对公司发展
的信心，以及公司作为投资时对交易对方的商业要求，并不与业绩承诺和补偿条款直接挂钩。
交易对方所持股票的解锁安排并不完全与业绩补偿承诺的期间和金额相匹配。当王冲、刘成
光、杨慧芳、王慧燕将从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绝大部分用于购买股票后，其后续履行业绩补

偿承诺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出售购买的中润资源股票所获得的资金。交易协议未对股票是否质
押进行限制。交易对方承诺若锁定股票进行质押融资，仅用于购买中润资源股票。虽然对所
购股票进行锁定，但具体过程的保障尚存在不可确定的风险，亦存在无法全部履行补偿义务
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六、报备文件
1．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