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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897         证券简称：心动网络        主办券商：广发证券 

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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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易玩（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向澄迈优目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标的”）投资人民币 3,750,000.00 元。 

澄迈优目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海南生态软件园，主营业务为移动广告优化及游戏发行服务。本次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5,263,158.00 元，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63,158.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溢价部分人民币 3,486,842.00 元计入澄迈优

目科技有限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同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一条第(十一)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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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董事会“决定公司单个项目金额大于一千万元不超过五千万

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的对外投

资事项。”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属于公司董事长决

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 

2017 年 8 月 29 日，公司董事长签署《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决定 2017 年第 4 号》，批准公司控股子公司易玩（上海）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宜。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经董事长决定后，尚需控股子公司易玩（上海）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及澄迈优目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

报海南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相关手续。 

(四)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不涉及。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一)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一（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澄迈海川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主要办公地点：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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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宋晓啸 

营业执照号：91469027MA5RHDD1XK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二（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澄迈云杉天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主要办公地点：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

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哲 

营业执照号：91469027MA5RHG9UXD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从事互联网文化活

动；互联网信息服务。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三（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一街四号科技发展中心 3

号楼四层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一街四号科技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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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3号楼四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赵华 

注册资本金额：108926.482200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号：91120116724485883M 

主营业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相关的投资咨询业

务；设备租赁（汽车、医疗设备除外）；厂房租赁；批发和零售业；

国内、国际货运代理（海运、陆运、空运）；代办仓储；简单加工；

黄铂金制品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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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四)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四（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北京青果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八层 8104

房间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八层

8104房间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睿 

注册资本金额：4000.000000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号：9111010769503015XA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会议

服务；承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信息咨

询；市场调查；计算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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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五)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五（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北京微梦创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

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 5层 528室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

(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 5层 52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微梦创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91110108576911317H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

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及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16年 08月 03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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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六)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六（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East Alpha Limited 

注册地址：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香港 

董事姓名：Haiyan Wu 

投资额：10,000港币 

注册证编号：64277465-000-01-17-2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七)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七（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石河子市春晓汇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号 20230号 

主要办公地点：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号 20230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石河子春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91659001MA77AAD944 

主营业务：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八)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八（法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北京创业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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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33号院 1号楼 2层 24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33号院 1号楼 2层 24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爱科创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号：911101083272516617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易玩（上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为实缴出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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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澄迈优目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信息技术；技术咨询、技术

推广、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 

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澄迈海川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2,118,000.00 40.24% 

澄迈云杉天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730,000.00 13.87%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480,000.00 9.12% 

北京青果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60,000.00 3.04% 

北京微梦创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512,000.00 9.73% 

East Alpha Limited 人民币 600,000.00 11.40% 

石河子市春晓汇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人民币 250,000.00 4.75% 

北京创业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150,000.00 2.85% 

易玩（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263,158.00 5.00%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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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业务领域的扩展，为实现公司资源的有

效配置，在网络科技领域布局，提升整体的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有利于本公司未来的发展。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一方面将完善自身各项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将不断完善

对参股公司的投后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及监督机制，以适应

业务需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经

济效益，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决定 2017 年第 4 号》； 

(二)《易玩<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澄迈优目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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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