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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广州火舞软

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四

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四次反

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内容要求，我公司作为主办券商组织拟挂

牌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和进一步调查，并逐条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

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广州火舞软件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

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进行了相应修改和补充，并以楷体加

粗标明。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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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馈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的游戏均未使用实名注册系统，违反了相

关法规，存在被主管机关追溯处罚的风险，目前且未完成规范整改。请主办券

商及律师对前述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并就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为核查上述问题，项目组下载登录公司正在运营的游戏、子公司深游网络研

发并委托第三方正在运营的游戏进行查验，访谈公司管理层，电话访谈文化部市

场司相关部门，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网络游戏实行实名制注册的有关规定，取

得了广东省文化厅就公司守法经营情况出具的证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的《承

诺书》。 

（2）分析过程及结论意见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存在的违法违规及受处罚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法律法规对于网络游戏实行实名制注册的规定，主要如下：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于 2010 年 6 月发布，2010 年 8 月实

施）第二十一条“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第三十四条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违

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20000 元以下罚款”的规定。 

 《文化部关于贯彻实施<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文化部于 2010

年 7 月发布及实施）第（八）条“有序推进实名注册制度”。 

 《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文化部

2016 年 12 月发布、2017 年 5 月 1 日实施）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网络游戏

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

注册信息；不得为使用游客模式登陆的网络游戏用户提供游戏内充值或者消费

服务。”该通知第（二十四）条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违反本通知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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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按照《网

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予以查处”。 

报告期内火舞软件存在运营的游戏未使用实名注册系统的违规行为。公司

违反了前述法规，存在被主管机关追溯处罚的风险。 

火舞软件自 2017 年 5 月已在逐步进行实名制注册的规范工作，截至本公开

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正在运行的游戏即决战沙邑、深海渔场、梦幻驯龙记、

屠龙之怒均已经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设置实名认证程序，上述游戏，均需玩家输

入姓名、身份证号及手机号的方式进行实名制认证后方可进行相关游戏操作。 

公司子公司深游网络系游戏研发企业，其研发并委托第三方代理运营的《罗

马时代：帝国 ol》游戏中已内置了实名制注册系统，且其本身不属于法律法规

规定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不存在因违反上述相关法规而直接受到处罚的风险。

但如果深游网络委托的游戏运营商不严格遵守相关法规规定亦可能因此导致主

管机关处罚，从而间接对深游网络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火舞软件正在运营的四款游戏均已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设置实名认证程序，符合《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关于

贯彻实施<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报告期内存在的未

使用实名注册系统的违规行为，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分析如下： 

经查，游戏运营企业违反实名认证相关规定的，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

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20000 元以下罚款”。 

另经电话咨询《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

知》（文化部 2016 年 12 月发布、2017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发文单位即文化部市

场司的相关部门，其对于没有落实实名认证规定的企业，将要求其限期整改，

并处以 2 万以下罚款。如果企业未完成限期整改，将按照新的违规行为继续要

求限期整改并处以 2 万以下罚款。如果多次处罚仍不整改，则将对其实施违反

失信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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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文化厅出具的关于公司守法经营情况的复函及公司说明，公司

并未受到主管部门的处罚。目前火舞软件已对正在运营的游戏实行实名注册，

但如果公司因报告期内的违规行为受到主管部门的追溯处罚，则上述违规行为

情节轻微，处罚金额也较小，公司不会因此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承诺：如公司因游戏运营业务合规性

相关的事项而受到行政处罚，其将向公司承担补足义务，以使公司不会受到任

何损失。 

综上，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火舞软件正在运营的四款游戏均已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设置实名认证程序，符合《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关于贯

彻实施<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未严格遵

守实名认证相关规定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并未因此受到重大

行政处罚，前述不规范行为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障碍，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重大风险及重大事项提示”及“十三、风险因素及

自我评估”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12、报告期内不规范经营行为存在被追溯处罚的风险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即从事网络游戏运营

业务、游戏未及时办理运营备案及前置审批手续、游戏未使用实名注册系统、报

告期内公司运营的两款网页游戏未设置防沉迷系统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公司目前

已积极采取整改规范措施，前述行为未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并

未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处罚，但仍存在被主管机关追溯处罚的风险。 

应对或整改措施：1、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3 日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粤 B2-20160421 号），及时消除了无《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的

瑕疵；2、对未办理运营备案及前置审批手续的游戏下线停运处理；3、公司对正

在运营的游戏已规范使用实名制系统；4、未设置防沉迷系统的两款网页游戏已

下线，不规范经营行为已消除；5、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承诺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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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述不规范经营行为受到主管部门的追溯处罚，将向公司补足损失；6、加强

内部人员培训并健全内部审查制度。” 

 

二、重大事项补充披露 

（一）关于更换中介机构问题 

请说明并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如有，请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

办券商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回复：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为核查上述问题，项目组核查了公司前次申报的公开披露信息，翻阅了前

次申报的撤回申请文件，查验了本次申报的中介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访谈公司

管理层及本次申报的主办律师、会计师，查询证监会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网站核实

中介机构是否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2）分析过程及结论意见 

1）关于更换中介机构的时间及原因 

经核查，火舞软件本次申报系二次申报，根据公开披露信息及公司撤回申请

的材料，公司前次申报的情况如下：火舞软件曾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向全国股

转系统进行首次申报，并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取得了《受理通知书》（编号：

GP201512332）。经过五轮反馈后，因延期回复期间公司部分游戏的前置审批正在

办理中，同时考虑到财务数据过期，公司与前次申报的主办券商华创证券协商于

2017年 1 月 16日向全国股转系统提出了申报材料撤回申请。 

根据公司说明及与中介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本次申报公司存在更换中介机

构的情形，具体更换时间及情况如下：2017 年 2 月主办券商由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更换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事务所由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

务所更换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由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更换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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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管理层说明，本次申报的中介机构更换的原因如下：由于公司的部

分游戏存在未办理完毕前置审批的瑕疵情形，公司拟整改规范完毕后尽快重新申

报。但由于公司的重新申报计划与首次申报的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其他项目的相

关时间安排存在冲突，且首次申报的中介机构无法及时调整人员配置以匹配本公

司拟定的再次申报时间。基于此，公司与首次申报的中介机构友好协商终止了合

作。公司通过沟通了解到本次申报更换的中介机构之间曾多次合作项目且项目承

做经验丰富，有利于项目的整体推进，因此与其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 

2）关于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本次申报的中介机构中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存在曾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

的情形，但本次申报的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项目组相关人员不存在被立案调查

的情形，除此之外其他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曾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如下： 

①2016年 9月 1日，中国证监会向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文号为〔2016〕

108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唐金龙、李志强

等 4名责任人员）》。 

该决定涉及项目为辽宁振隆特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

目，涉及主要问题是中银律所工作底稿不完整，中银律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前的工

作未勤勉尽责，导致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②2016 年 8 月 2 日，全国股转系统向北京市中银（天津）律师事务所出具

文号为股转系统发〔2016〕229号《关于对北京市中银（天津）律师事务所采取

约见谈话的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该决定涉及项目为天津环宇橡塑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涉及主要问

题是法律意见书中对重大的诉讼未进行披露。 

③2016 年 9 月 1 日，全国股转系统向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

文号为股转系统发〔2016〕316号《关于对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采取

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的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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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定涉及项目为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涉及主

要问题是对关联方担保未进行核查，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的违

规行为。 

（二）关于多次申报事项 

请说明并核查下述事项：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内容存

在的差异；前次申报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或解决情况。 

回复： 

1、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为核查前述问题，项目组对前次申报的文件及本次申报的文件进行了一一分

析核对，沟通访谈了公司管理层及本次申报的主办律师及会计师。 

（2）分析过程及结论意见 

1）经核查，本次申报与前次申报的财务部分主要差异为： 

前次申报的报告期是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 1-10 月，前次申报曾

加期审查一次，加期申报的报告期为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 年 1-5月，本

次申报的报告期为 2015年度、2016年度。 

经核查，公司 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较首次申报的差异情况如下：由于首次

申报公司将部分研发、市场人员工资计入主营业务成本，本次申报将该部分研发、

市场人员工资调整计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具体调整财务数据如下：首次申报

的营业成本 1,590,822.70元、销售费用 492,924.54元、管理费用 7,751,156.44

元；本次申报的营业成本 1,252,900.00元、销售费用 845,963.12元、管理费用

7,736,040.56元。 

除此之外，因报告期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次申报增加了 2016 年度的财务数

据及相关情况分析。因公司自 2016 年开始经营模式从单纯的游戏研发向游戏研

发与运营一体转变，因此公司的收入及成本分类根据业务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

另外新增了 2016年的关联交易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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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请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 

另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财务相关的风险提示新增了“税收优惠政策

风险”、“闲置资金投资理财风险”、“第三方支付平台产生的风险”。请详见公开

转让说明书“重大风险及重大事项提示”及“十三、风险因素及自我评估”。 

2）经核查，本次申报与前次申报的行业部分主要差异为： 

①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发生变化 

经核查，前次申报时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的研发及相关服务，主要产

品有页面网络游戏、移动端游戏、单机游戏产品。本次申报期间，2015 年公司

的主营业务仍为网络游戏的研发及相关服务，2016 年公司开始布局网络游戏运

营业务，采取“研运营一体”模式，主营业务发展为网络游戏产品的研发、运营

及相关服务，其中网络游戏产品系自主研发、他方授权运营的移动网络游戏和受

让取得的网页游戏，通过自营或授权他方联合/代理的方式运营，技术服务为受

托开发游戏软件服务。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业务”之“一、主要业

务及主要产品和服务”。 

②组织机构及主要业务流程发生变化 

经核查，前次申报公司存在 7个一级职能部门，分别为财务部、项目管理部、

市场部、程序部、设计部、产品部、行政部。本次申报前，公司根据经营的实际

情况，调整为 5个一级职能部门，分别为财务部、市场部、运营部、产品部、人

事行政部。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的业务流程部分增加了公司游戏自主运营的业

务流程。 

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业务”之“二、组织结构及主要运营流程”。 

③与其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公司主要资产发生了变化。公司的软件著作权

增加至 81 项，且本次申报报告期后收购了深游网络，深游网络具有 8 项软件著

作权。本次申报增加了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域名、商标的披露。本次申报对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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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分公司的租赁情况进行了更新。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更新了公司及子公司的资质许可证书取得情

况。火舞软件取得 4项业务相关的资质证书，子公司深游网络取得 1项目业务相

关资质证书。本次申报更新了公司及子公司的游戏的前置审批及运营备案情况。 

经核查，本次申报对截至最新申报期末的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另因冯露阳

辞职，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由前次申报的冯露阳、龚贺、姜永洪、李达 4人变更

为龚贺、姜永洪、李达、孙健 4人。 

上述内容请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业务”之“三、与其业务相关

的关键资源要素”。 

④业务经营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因公司的主营业务由游戏研发变化为游戏研发、运营及服务，相应

的营业收入及成本构成的分类发生调整。更新了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及重大合同。

请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业务”之“四、业务经营情况”。 

⑤商业模式发生变化 

经核查，前次申报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主要是游戏自主研发、授权他人联合

/代理运营，本次申报期内公司自 2016年开始布局网络游戏运营业务，采取“研

运营一体”模式，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产品的研发、运营及相关服务。本次申报

相应的业务模式变更为自有游戏通过自营或授权他方联合/代理的方式运营，授

权运营他方游戏及受托开发游戏软件服务。请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

业务”之“五、商业模式”。 

⑥所处行业的概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前次申报行业相关的数据主要是 2014 年及之前的，本次申报对所

处行业的的市场规模及现状进行了更新分析。另，前次申报，公司无自有运营平

台系公司的劣势之一，本次申报公司已有自有运营平台，系公司的优势之一。请

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业务”之“六、公司所处行业概况、市场规模

及基本风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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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行业相关的风险提示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增加了“产品收入来源集中风险”、“互联网系

统及数据安全风险”、“游戏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收入下降风险”，删除了“业务

依赖游戏运营平台的风险”、“持续经营风险”、“新产品开发风险”。详见公开转

让说明书“重大风险及重大事项提示”及“十三、风险因素及自我评估”。 

3）经核查，本次申报与前次申报的法律部分主要差异为： 

①法律相关的风险提示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增加了“股权相对分散的风险”、“公司治理风

险”、“政策风险”、“报告期内不规范经营行为存在被追溯处罚的风险”、“13、对

赌导致实际控制人的现金补偿或股权回购风险”，删除了“房屋租赁风险”。详见

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风险及重大事项提示”及“十三、风险因素及自我评估”。 

②公司基本情况及股票挂牌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因公司营业执照更换，公司的注册号码变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册资本、住所发生了变化，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一、公司基本情况”之“一、

公司基本情况部分。 

经核查，因前次申报后股份公司新发生了两次增资，股票总量发生了变化，

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况”之“（一）股

票基本情况”的股票总量更新为：“7,082,621股”。 

经核查，因本次申报股份公司成立已满一年，且股份公司增资、股权转让后

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公司曾经的董事兼总经理冯露阳、曾经的监事会主席王

玺离职后触发法定限售义务，另新增龙敏、颜剑、杜兆伟一致行动人自愿限售等

原因，本次申报的股票限售情况发生了变化。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

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况”之“（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自愿

锁定承诺”。 

③公司股东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因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股份公司新发生了两次增资及一次股权转让



 11 / 17 
 

行为，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图、股东持股情况均发生变化，本次申报新增披露新股

东深圳国科、莲花易达、龙敏、颜剑、杜兆伟的基本情况。本次申报的股东之间

的关联关系部分补充披露了冯露阳、龚贺、孙健、龙敏、颜剑、杜兆伟与易德财

的一致行动关系，莲花易达与易德财之间的控制关系。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一节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东情况”。 

④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新增披露了股份公司两次增资及一次股权转让事项。详见

公开转让说明书“四、公司成立以来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之“（一）公司的

股本及演变”。 

⑤公司的子公司及分支机构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公司新增披露公司存在 1家全资子公司深游网络（本次申

报报告期后收购完成），并设有 2 家分公司即火舞软件天津分公司、火舞软件天

津武清分公司，深游网络设有 1 家深游网络广州分公司。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

“四、公司成立以来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之“（二）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基本

情况”及“（三）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⑥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因董事冯露阳、韩正强、王大铭、监事王玺及财务总监沈勇因个人

原因辞职，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发生了

变化。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五、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情况”、“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

关情况”及“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动情况”。 

⑦本次申报的中介机构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的中介机构均发生变化，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一节基本情况”之“七、相关机构情况”。 

⑧公司的三会运行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的三会召开届次发生变化，详见公开转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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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

况”。 

⑨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的违法违规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上次申报详细披露了报告期内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分析

了整改规范情况及是否构成挂牌障碍，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未取得《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即从事网络游戏运营业务、游戏未及时办理运营备案及前置

审批手续、游戏未使用实名注册系统、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的两款网页游戏未设置

防沉迷系统的不规范经营行为。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三、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存在的违法违规及受处罚情况”。 

⑩同业竞争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新增了对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莲花易达、易能科技、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深圳国科、新余蜜蜂、持股 5%以上股东投资的爱炼奇缘、珠海快

友以及公司参股子公司卓梦科技的同业竞争分析，删除了公司曾经的董事王大铭

持股有广东沈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沈飞通路机房设备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

同业竞争表述。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五、同业竞争”。 

⑾公司报告期内的资金占用情况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对报告期内的资金占用情况详细披露其发生时

间、次数、清理过程。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公司治理”之“六、公司报

告期内发生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情况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2、前次申报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或解决情况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为核查前述问题，项目组访谈公司管理层，核查了前次申报文件中披露的公

司存在的问题，取得公司游戏运营备案及前置审批文件，登录公司运营的游戏查

验。 

（2）分析过程及结论意见 

经核查，公司前次申报存在的问题系公司部分游戏的运营备案及前置审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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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过程中，当时申报期间并未整改规范完毕。经核查，截至本次反馈督查报

告签署日，公司目前正在运营的游戏已取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前置审批及文化

部备案程序，并具备版号，符合《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关于移动游戏出版

服务管理的通知》、《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的“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业务许可资格或

资质情况”之“2、公司游戏产品前置审批和备案情况”部分对游戏运营备案及

前置审批的问题的规范及整改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目前，我国网络游戏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互联网和网络游戏

行业的相关法律实践及监管要求也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同时由于网

络游戏运营业务具有生命周期短、内容更新快、时效性强的商业属性和行业特征，

同行业企业在业务发展前期普遍存在证照不齐全、经营不规范的问题。公司管理

层也因专注游戏研发业务，未及时了解和充分掌握游戏运营监管相关法规及政

策，导致公司报告期内未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游戏运营前

置审批和备案手续。但公司已积极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就前述瑕疵积极采取了

规范和整改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①对未取得前置审批及备案手续的游戏下线停止运营 

截至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对未取得前置审批与备案手续运营的六款游戏

《龙城争霸》、《钢铁英雄》、《仙逸神影》、《魔境英雄》、《天天足球》、《绿茵传奇》

及未取得前置审批手续运营的三款游戏《机动骑士》、《万神无双》、《魔域桃源》

已采取全部运营渠道下架、关闭服务器、停止运营的方式处理。 

②加强内部人员培训并健全内部审查制度  

公司对内部不同层级尤其是负责游戏运营及资质申请的工作人员开展了有

针对性的知识培训，并就游戏的上线运营健全了关于合法合规的内部审查制度，

建立了对合作运营企业资质筛查、存档备案机制，建立了对游戏运营过程中的跟

踪评价机制，确保游戏上线运营前后及运营过程中都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 

③公司及管理层出具承诺 

公司及管理层已经出具承诺，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办理相应审批和备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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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在未来经营活动中，如新增网络游戏，将按照规定办理前置审批及备案手续。

公司在重视自身对游戏申请办理前置审批和备案手续的同时，也会对建立合作关

系的游戏运营企业资质进行严格核查。 

④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承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易德财及一致行动人龚贺、孙健和冯露阳承诺：若公司未

来因其游戏未及时取得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手续和文化主管部门备案手

续，或因其他与游戏运营业务合规性相关的事项而受到行政处罚，易德财、龚贺、

孙健和冯露阳将向公司承担补足义务，以使公司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游戏

运营前置审批和备案手续的情形，但公司已积极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就前述瑕

疵积极采取了规范和整改措施。截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报告期内未办理前

置审批未取得游戏版号上线运营的游戏已下线、关闭服务器并停止运营；公司目

前正在运营的游戏已取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前置审批及文化部备案程序，并具

备版号；对于未来筹划上线的游戏，公司亦积极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前置审批及文

化部备案程序，符合《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

通知》、《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并未

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前述不规范经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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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四次反馈意

见回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李仕婷 

 

 

项目小组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鹤洋                武凯华               李仕婷 

 

 

 

项目内核专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吴黎敏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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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四次反馈意

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