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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 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大连

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披露文件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2

一、发行人概况

1、公司名称：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致富街 31 号 905单元

3、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晔
注

4、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刘玉萍

5、联系电话：010－87926860

6、联系传真：010－87926860

7、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注：法定代表人朱晔先生已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提出辞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

理职务，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为杨锴先生，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正在办理中。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债券简称：17天神 01

（三）债券代码：112496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年，债券存续期第 3年末附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79%

（六）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00,000万元

（七）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

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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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资金用途：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

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债券发行首日：2017年 1月 19日

（十）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7年 3月 3日

（十一）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约定，并依据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天神娱乐”、“公司”）发布的《关于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的公告》、《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和《关于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

如下：

（一）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1、发行人债务违约事项

2019年 4月 26日，天神娱乐发布《关于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

（1）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债权人 债务人 债务形式
债务利

率

债务金额

（万元）

违约金及罚

息
债务期限

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天神互动 信托贷款 7.15% 14,152.93

以最终处置

结果为准
2019.04.10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总行营

业部

天神互动 银行贷款 5.2% 1,251.69
以最终处置

结果为准
201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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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营

业部

天神互动 银行贷款 6.525% 4,069.4
以最终处置

结果为准

2019.11.28
（提前到期）

注：天神互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债务违约情况

债权人 债务人
债务金额

（万元）
违约原因 处置进度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天神互动 14,152.93

资金状况紧

张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已依

据执行公证书申请强制执

行，待执行中，执行金额为：

141,529,312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总行

营业部

天神互动 1,251.69
资金状况紧

张

中信银行已向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

全，申请金额为：12,516,870
元。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营业部

天神互动 4,069.4
资金状况紧

张

江苏银行已依据执行公证书

申请强制执行，待执行中，

执行金额为：40,694,000元。

合计 19,474.02 - -

（3）违约债务处置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司银行

贷款逾期金额13,500万元（详见《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第七次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经过与债权人积极协商债务解决方案，已经通过合理安

排资金偿还债务和债务展期等方式解决了11,828.21万元的债务逾期问题，剩余债

务逾期金额1,671.79万元。

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司信托贷款逾期

16,782.45万元（含违约金及罚息）（详见《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天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度

第十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加上本次披露的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截至目前，公司负有清偿义务的已到期

债务的累计金额为37,928.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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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2018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事项

2019年4月29日，天神娱乐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审计

报告》和《关于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等

公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对天

神娱乐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发表了带有解释性说明段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审计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1）保留意见

中审众环审计了天神娱乐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

负债表，2018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

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中审众环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天

神娱乐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天神

娱乐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

（2）“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的内容如下：

①口袋科技资产负债余额的准确性

子公司深圳口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袋科技”）主要自主运营德州

扑克游戏业务，2018年末资产总额172,258,624.27元、负债总额7,245,628.70元，

分别占天神娱乐合并报表资产总额的2.01%、负债总额的0.12%。2018年度受棋

牌类游戏整顿影响，口袋科技运营的德州扑克于2018年9月起停止服务。游戏运

营系统由于维护不及时而导致后台数据未能备份，截止报告日，口袋科技管理层

仍在纠正系统问题并努力恢复数据。鉴于系统存在的缺陷，中审众环未能对德州

扑克资产负债的准确性获取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

调整。

②助贷业务

子公司霍尔果斯华喜创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喜创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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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持牌小贷机构合作开展助贷业务。受政策及外部环境影响，天神娱乐公司于

2018年9月起决定停止华喜创科的助贷业务。由于业务停业过程中没有及时向第

三方公司续交服务费，第三方公司陆续终止为华喜创科提供系统维护和数据储存

服务，导致华喜创科无法获取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助贷本金余额明细数据。截

止2018年12月31日，助贷本金账面余额103,817,384.11元，华喜创科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华喜创科在业务关闭过程中产生的收入为16,484,424.15元，占2018年

度天神娱乐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0.63%。由于系统缺陷的影响，中审众环未能

对2018年12月31日助贷本金年末价值及前述收入的准确性获取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 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3）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中审众环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截止2018年12月31日，天神娱乐公司合

并 财 务 报 表 累 计 未 分 配 利 润 为 -5,050,495,335.88 元 ， 公 司 流 动 资 产

2,842,707,110.34元，流动负债4,480,723,942.64元，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638,016,832.30元，其中截止本期末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

187,546,563.24元，以劣后级身份参与设立的并购基金已到期未能顺利退出，需

承担2,551,500,000.00元应付优先级及中间级合伙人份额的回购义务。这些事项或

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天神娱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重大事项对本期债券的影响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

定，光大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对上述事项面向合格投资者进行披露，并

就发行人发生债务违约和 2018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等事项关

注相关风险。

光大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后续将密切关注天神娱乐关于本期债券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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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

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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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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