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19－临 036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597,270,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8.9017%；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 

 

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4 月 5 日，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称“重

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世纪游轮”）取得《关于核准重庆新世纪游轮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兰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58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

投管”，前称“上海兰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56,723,643 股股份、上海腾澎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腾澎投资”）发行 54,326,299 股股份、上

海鼎晖孚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孚远”）发行 46,996,884

股股份、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铼钸投资”）发行

45,862,513 股股份、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澎腾投

资”）发行 42,724,440 股股份、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澎

腾投资”）发行 38,306,386 股股份、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毅创领”）发行 35,247,663 股股份、上海孚烨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孚烨投资”）发行 23,498,44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9,033,13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配套资金。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向巨人投管、腾澎投资、鼎晖孚远、铼钸投资、中

堇翊源、澎腾投资、弘毅创领、孚烨投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443,686,270

股股份完成登记和发行工作，公司总股份由 65,450,000 股增至 509,136,270 股，

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该部分新增股份数量因 2016 年 9 月

21 日权益分派实施相应增加至 1,331,058,810 股，因 2017 年 6 月 22 日权益分派

实施相应增加至 1,597,270,572 股，为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 

2016 年 4 月，公司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颐和银丰实业有限公司、大成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民生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8位对象发行 53,191,489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2016 年 5 月 24 日，上述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已完成登记和发行工作，

公司总股份由 509,136,270 股增至 562,327,759 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该部分新增股份数量因 2016 年 9 月 21 日权益分派实施相应增加至

159,574,467 股，已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起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的公

告》。 

2016 年 9 月 21 日，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方案，具体方案为：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总股本 562,327,759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共计转增 1,124,655,518 股。公司总股本由

562,327,759 股增加至 1,686,983,277 股。 

2017 年 6 月 22 日，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

案，具体方案为：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686,983,27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共计转增 337,396,655 股。公司总股本由

1,686,983,277 股增加至 2,024,379,932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024,379,932 股，其中 1,597,270,572 股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78.9017%；427,109,360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总股本的 21.10%。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情况 

(一)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 巨人投管、腾澎投资承诺： 

“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

之日及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若无业绩补偿

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 鼎晖孚远、铼钸投资、中堇翊源、澎腾投资、弘毅创领、孚烨投资承诺： 

“承诺人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如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

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以工商登记完成日为准），本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份自该

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及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

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

告公告之日）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承诺人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如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拟购买资产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已满 12 个月（以工商登记完成日为准），则自该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所持对价股份按如下比例分期解锁： 

第一期：自该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之日且对之前年度业绩

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以较晚者为准）（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

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 33%（扣

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第二期：自该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之日且对之前年度业绩

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以较晚者为准）（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

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 33%（扣

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第三期，自该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日且对之前年度业绩

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以较晚者为准）（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

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对价股份总数的 34%（扣

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3. 巨人投管、腾澎投资、鼎晖孚远、铼钸投资、中堇翊源、澎腾投资、弘

毅创领、孚烨投资承诺：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

交所的规则办理。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世纪游轮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承诺人持

有世纪游轮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涉嫌所提

供或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得转让承诺人在世纪

游轮拥有权益的股份。” 

(二) 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巨人投管、腾澎投资、鼎晖孚远、铼钸投资、中堇翊源、澎腾投

资、弘毅创领、孚烨投资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前述 8 名交易对方承诺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巨人”）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177.07 万元、120,302.86 万

元、150,317.64 万元（以下简称“净利润承诺数”）。 

公司已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就上海巨人每年的实际净

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安永华明(2019)专字

第 60617954_B03 号）。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届满后，安永华明已对上海巨人进

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了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安永华明 (2019)专字第

60617954_B06 号），以上报告的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承诺履行情况：上海巨人 2016-2018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为 386,892.14万元，完成率 104.34%，已达到业绩承诺，

不存在业绩补偿情况。 

(三) 其他承诺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东巨人投管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做出以下承诺，该等承诺正在履行中。 

1.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

敦促董事依法行使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

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其控股的其他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

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人及其控股的其他公司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

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

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上述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核准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对承诺人具有

法律约束力；至承诺人不再拥有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之当日失效。” 

2.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包括受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世纪游轮及其下属

企业除外，下同）将避免从事与世纪游轮及其下属企业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

务和经营。如承诺人存在与世纪游轮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业

务的情形，承诺人同意授予世纪游轮及其下属企业不可撤销的优先收购权，世纪

游轮有权随时根据其业务经营发展需要，通过使用自有资金、增发、配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其他方式行使该等优先收购权，将承诺人的相关同业竞争资产

及业务全部纳入世纪游轮。 

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世纪游轮造成的直接或/及间接的经济

损失或/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3.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①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具体范围参照现

行有效的《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披露》确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之间完全独立； 

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将保证通过

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②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独立完整的资产； 

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人及其关联方。 

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

的财务会计制度；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兼职；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不干预上市公司的

资金使用。” 

③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

法规和世纪游轮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④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

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保证承诺人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不正当干预； 

保证承诺人及其关联方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保证尽量减少、避免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

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

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世纪游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本承诺函对承诺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承诺人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四) 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履行限售安排。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

担保。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巨人投管为公司控股股东，巨人投管与腾澎投资为一

致行动人，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玉柱控制的企业。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597,270,57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8.9017%； 



 

 

2.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 

3.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1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64,205,115 564,205,115 27.8705 513,042,102 

2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5,574,676 195,574,676 9.6610 150,763,120 

3 
上海鼎晖孚远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9,188,782 169,188,782 8.3576 169,188,782 

4 
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165,105,047 165,105,047 8.1558 - 

5 
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153,807,984 153,807,984 7.5978 147,404,900 

6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7,902,990 137,902,990 6.8121 118,154,084 

7 
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891,587 126,891,587 6.2682 126,891,587 

8 
上海孚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4,594,391 84,594,391 4.1788 84,594,391 

 合计 1,597,270,572 1,597,270,572 78.9017 1,310,038,966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597,270,572 78.9017 - 1,597,270,572 - - 

高管锁定股 - - - - - - 

首发后限售股 1,597,270,572 78.9017 - 1,597,270,572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7,109,360 21.0983 1,597,270,572 - 2,024,379,932 100.0000 

三、总股本 2,024,379,932 100.0000 1,597,270,572 1,597,270,572 2,024,379,932 100.0000 

五、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的持有人均已严格履行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的持有人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要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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