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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8-013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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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

购买资产相关的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证券代码：000793）自 2018 年 2 月 1 日开

市起停牌。经公司核实及论证，上述事项构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 月 22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并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 日、2 月 8 日、

2 月 22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4）、《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公司原预计在 2018 年 3 月 1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由于本次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大，重组方案尚需

进一步协商、确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预计继续停

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方案尚在磋商、论证中，目前的主要交易对方包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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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栋、方剑，拉萨子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栋科技”）、拉萨

鼎金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金投资”），遵义米麦企业

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遵义米麦”）、新余微米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微米”）、新余聚米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聚米”）、新余

众智企业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智”）等第三

方，不涉及关联交易。交易对方最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的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为准。 

（二）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向交易对方购买资产，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

加/或现金的方式，具体方案正在沟通和协商、论证中，最终以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准。 

（三）标的资产情况 

相关标的资产包括交易对方谢如栋、方剑等持有的杭州遥望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遥望网络”）全部或部分股权；交易对方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等持有的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

音智能”）全部或部分股权；交易对方遵义米麦、新余微米、新余聚

米、新余众智等持有的深圳市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

游互动”）全部或部分股权。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互联网新媒体、

人工智能、文化互娱等行业。由于本次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购买

标的资产范围可能会有所调整，标的资产最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准。 

1、遥望网络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杭州遥望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住所、办公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382 号

1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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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谢如栋 

（5）注册资本：5,283.1274 万元 

（6）成立时间：2010 年 11 月 24 日 

（7）经营期限：2010 年 11 月 24 日至长期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660524088 

（9）经营范围：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代理、发布国内广告,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详见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业务概况：遥望网络是一家综合性数字营销公司，主要业

务涵盖数字广告服务及自媒体业务等相关领域。遥望网络自成立以来

主营业务发展快速，业务规模稳定增长。其中数字广告服务是以其自

有营销平台聚集各类 PC 端及移动端流量为广告主提供广告投放服

务；自媒体业务是其目前重点发展的领域，以微信公众号为核心建立

了自媒体矩阵，构建起从粉丝运营、多样化内容产出以及各类增值服

务产品的完整生态闭环，目前该业务处于国内相关领域领先地位，是

其目前及未来业务发展的核心增长点。 

（11）股东情况：谢如栋持有 34.684%股权，方剑持有 16.0185%

股权，其余股东持有 49.2975%股权。遥望网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为谢如栋，第二大股东为方剑。 

2、车音智能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 6 号科技园工业大

厦东 606A 

（4）法定代表人：苏雨农 

（5）注册资本：6,010.59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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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时间：2008 年 11 月 3 日 

（7）经营期限：2008 年 11 月 3 日至长期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0388669N 

（9）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

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

进出口业务；经营电子商务；汽车及零部件销售；汽车用品销售。（以

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凭粤

B2-20120334 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28日止）；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

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凭经营许可证编号：

B2-20110204 经营，有效期至 2016 年 10 月 12 日）, 从事广告业务。 

（10）业务概况：车音智能多年来致力于智能网联领域的技术和

运营创新，为汽车主机厂提供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包括车载交互系统

开发和以人工智能为基础、以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车主运营及服务。

车音智能原生的语音技术，聚焦汽车垂直领域，在语义理解、车内抗

噪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并应用于上汽通用多款车型。目前，车

音智能已经与多家主流汽车企业先后展开合作，服务车主用户超过

1,000 万。当前车音智能拥有近千名员工，70%以上为研发团队，在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长春、大连、新加坡等地设有办公机构。 

其主要业务涵盖：（1）以语音识别技术作为主要方式的车载交互

解决方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软硬件一体化产品；（2）标准化的车联

网平台开发和 TSP 运营服务，和以车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衍生服务；（3）

基于用户数据，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车主服务，并提供触达用户的平

台运维和运营；（4）覆盖车主全生命周期的电商运营服务，以及覆盖

售前、售后各阶段的互联网营销；（5）智能化呼叫中心解决方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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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语音技术提供自动外呼系统和自动质检。 

（11）股东情况：子栋科技持有 38.6835%股权，嘉兴慧河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9.4069%股权，鼎金投资持有 16.587%

股权，新余正佳智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5.00%股权，王力劭

持有 3.5113%股权，曾辉持有 3.5113%股权，新余华浩远翔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 3.30%股权。车音智能控股股东为子栋科技，实际

控制人为曲思霖，持有子栋科技 74.5726%股权。 

3、麦游互动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麦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北六道新西

路 7 号兰光科技大楼 B206/B207 

（4）法定代表人：许军声 

（5）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6）成立时间：2015 年 2 月 10 日 

（7）经营期限：2015 年 2 月 10 日至长期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6130346 

（9）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手机软件开发、销售；

网站设计、开发；经营电子商务。 

（10）业务概况：麦游互动的主营业务为游戏研发及运营，目前

以自运营为主，同时通过批发代销和合作联运进行游戏的推广及拓

展。麦游互动现已投入市场运营的游戏产品有 3 款，即《地主大亨》、

《麦游斗地主》和《麻将大亨》，均为全国性手机棋牌游戏产品。《地

主大亨》于 2016 年 3 月试运营，是麦游互动投放的第一款全国性棋

牌手游，也是麦游互动的主要营收产品。《麦游斗地主》、《麻将大亨》

于 2017 年投放市场，这两款产品均处于试运营及调优阶段，月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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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快速上升期。 

（11）股东情况：遵义米麦持有 40.80%股权，新余微米持有

21.56%股权，深圳市凯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0.00%股权，新余聚米

持有 13.72%股权，新余众智持有 3.92%股权。麦游互动控股股东为遵

义米麦，实际控制人为陈虹，持有遵义米麦 52.90%股权。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了本次交易的框架性协议，具体交易

价格、业绩补偿安排和股份锁定安排等仍在协商之中，将根据标的资

产的审计、评估结果由各方协商确定。 

1、遥望网络 

公司与谢如栋、方剑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一致同意，由公司并购重组谢如栋、方剑控股的遥望

网络，在并购重组完成后，保持遥望网络的经营自主权。双方共同保

证未来将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 

（2）谢如栋、方剑承诺遥望网络业绩如下：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税后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8,000 万元、24,000万元、32,000 万元。 

（3）双方同意在满足以上第（2）条业绩承诺的前提下，遥望网

络整体估值初步为不超过 25 亿元，以发行股份加/或现金的方式购买

遥望网络 100%的股权。谢如栋、方剑负责与遥望网络其他股东进行

沟通。 

（4）双方同意在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报告的前

提下，参照市场相关行业并购估值确定遥望网络的估值。 

（5）在本意向书签署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谢如栋、方

剑支付 10,000 万元，作为公司购买遥望网络股权的诚意金。如双方

协商同意终止本意向书下的合作，谢如栋、方剑应在公司向其发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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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合作的书面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返还该诚意金。 

（6）谢如栋、方剑承诺在遥望网络的任职时间不低于 36 个月。

自谢如栋、方剑离职之日起其竞业禁止时间应不低于 24 个月。 

（7）排他性：本意向书各方承诺在签署本意向书之日 120 天内，

不与除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外的任何第三方(i)就购买遥望网

络股权相关的事宜进行任何讨论、安排或签署任何协议，(ii)提供购

买遥望网络股权的相关信息，或(iii)实施、履行或完成上述第（i）

和（ii）项约定的讨论、安排或协议。 

（8）本意向书为意向性协议，具体方案尚需由双方另行协商，

具体内容以最终正式协议为准，最终合作事项以双方各自权力机构审

批通过为准。 

（9）本意向书于双方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另外，公司将要求交易对方应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情况进行

业绩承诺，未实现承诺由交易对方进行补偿，具体业绩承诺和补偿方

案待正式协议约定。同时，根据业绩承诺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

要求对本次发行的股份进行锁定。 

2、车音智能 

公司与子栋科技、鼎金投资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签署了《合作框

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一致同意，由公司并购重组子栋科技、鼎金投资控制

的车音智能， 在并购重组完成后，双方共同保证未来将大力发展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 

（2）估值及支付方式 

车音智能整体估值初步约 30 亿元人民币，以发行股份加/或现金

的方式购买车音智能 100%的股权。子栋科技、鼎金投资负责与车音

智能其他股东进行沟通。 

（3）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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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在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报告的前提下，

参考审计和评估的结果确定车音智能的估值。 

（4）任职承诺及竞业禁止 

子栋科技、鼎金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在车音智能的任职时间不

低于 36 个月，自其离职之日起其竞业禁止时间应不低于 24 个月。 

（5）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具体方案尚需由双方另行协商，具

体内容以最终正式协议为准，最终合作事项以双方各自权力机构（如

有）审批通过为准。 

（6）本协议于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或

双方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后解除。 

另外，公司将要求交易对方应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情况进行

业绩承诺，未实现承诺由交易对方进行补偿，具体业绩承诺和补偿方

案待正式协议约定。同时，根据业绩承诺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

要求对本次发行的股份进行锁定。 

3、麦游互动 

公司与遵义米麦、新余微米、新余聚米、新余众智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一致同意，由公司并购重组遵义米麦、新余微米、新

余聚米、新余众智控制的麦游互动，在并购重组完成后，双方共同保

证未来将大力发展文化娱乐产业。 

（2）估值及支付方式 

麦游互动整体估值初步为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以发行股份加/

或现金的方式购买麦游互动 100%的股权。遵义米麦、新余微米、新

余聚米、新余众智负责与麦游互动其他股东进行沟通。 

（3）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在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报告的前提下，

参考审计与评估的结果确定麦游互动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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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条件 

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向遵义米麦、新余微米、

新余聚米、新余众智支付 5,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公司购买麦游互动

股权的诚意金。如双方协商同意终止本协议下的合作，遵义米麦、新

余微米、新余聚米、新余众智应在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终止协议后十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返还该诚意金。 

为保证遵义米麦、新余微米、新余聚米、新余众智及时向公司返

还诚意金，新余微米应将其持有的麦游互动的 21.56%的股权（对应

323.40 万元注册资本）出质给公司，并签署相关的股权质押协议以

及办理股权质押工商登记。 

（5）任职承诺及竞业禁止 

遵义米麦、新余微米、新余聚米、新余众智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在

麦游互动的任职时间不低于 36 个月，自其离职之日起其竞业禁止时

间应不低于 24 个月。 

（6）排他性 

本协议各方承诺在签署本协议之日 120 天内，不与除本次交易所

聘请的中介机构外的任何第三方(i)就购买麦游互动股权相关的事宜

进行任何讨论、安排或签署任何协议，(ii)提供购买麦游互动股权的

相关信息，或(iii)实施、履行或完成上述第（i）和（ii）项约定的

讨论、安排或协议。 

（7）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具体方案尚需由双方另行协商，具

体内容以最终正式协议为准，最终合作事项以双方各自权力机构（如

有）审批通过为准。 

（8）本协议于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或

双方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后解除。 

另外，公司将要求交易对方应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情况进行

业绩承诺，未实现承诺由交易对方进行补偿，具体业绩承诺和补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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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待正式协议约定。同时，根据业绩承诺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

要求对本次发行的股份进行锁定。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自停牌以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积极推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

和论证，签署了框架协议，并委托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中通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及相关

的审计、评估工作。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

一次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在进行中，工作量

较大，相关方就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沟通、论证和完善，且重组涉及

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相关工作难以在一个月内

完成。因此，为确保本次重组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

次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1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三、公司股票停牌前 1 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一）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类别 

1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8,239,244  人民币普通股 

2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

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2,721,03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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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

－粤信 2号资产管理计划 
 102,561,435  人民币普通股 

4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

光 5号单一资金信托 
 78,506,261  人民币普通股 

5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

信托·海汇 4号单一资金信托 
 70,926,147  人民币普通股 

6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盈

1号单一资金信托 
 60,781,677  人民币普通股 

7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

投资 1号单一资金信托 
 59,088,209  人民币普通股 

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1,491,308  人民币普通股 

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379,718  人民币普通股 

10 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  37,954,736  人民币普通股 

 

（二）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类别 

1 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8,239,244  人民币普通股 

2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

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22,721,037  人民币普通股 

3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浦发

－粤信 2号资产管理计划 
 102,561,435  人民币普通股 

4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

5号单一资金信托 
 78,506,261  人民币普通股 

5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

信托·海汇 4号单一资金信托 
 70,926,147  人民币普通股 

6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盈1

号单一资金信托 
 60,781,677  人民币普通股 

7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翼

投资 1号单一资金信托 
 59,088,209  人民币普通股 

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1,491,308  人民币普通股 

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379,718  人民币普通股 

10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前海开

源聚和资产管理计划 
30,515,332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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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诺事项 

若公司未能在继续停牌的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

案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者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

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8 年 4 月 2 日恢复交易，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 

若公司决定终止重组，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重

组后仍未能披露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

止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五、尚需履行的程序和目前进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各方尚未就标的资产签署正式协议，本

次重组方案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若涉及发行股份，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筹划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