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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飞娱乐 股票代码 0022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丹 李霖明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62 号侨
鑫国际 37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 62 号侨
鑫国际 37楼

电话 020-38983278-3826 020-38983278-3826

电子信箱 invest@gdalpha.com invest@gdalph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317,664,328.46 1,088,106,489.08 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78,354.96 -49,957,613.52 11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061,674.66 -55,882,849.26 6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35,267.39 29,517,290.82 -76.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38 -0.0368 11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38 -0.0368 11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1.25% 1.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552,585,436.47 5,498,396,561.77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86,749,803.47 3,216,204,703.55 -0.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5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东青 境内自然人 41.39% 561,696,985 421,272,739 质押 105,640,221

蔡晓东 境内自然人 8.07% 109,481,442 82,111,081 质押 34,869,800

李丽卿 境内自然人 1.57% 21,326,71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华安媒体
互联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14,422,520 0

信泰人寿保险
股份 有 限 公
司－万能保险
产品

其他 0.97% 13,212,485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12,148,840 0

蒋晓红 境内自然人 0.73% 9,941,000 0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中
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 资 基 金
(LOF)

国有法人 0.68% 9,273,523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华安智能
生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8,315,655 0

陈世威 境内自然人 0.55% 7,46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蔡东青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晓东为蔡东青的弟弟，李丽卿为蔡东青、蔡晓东的母
亲。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受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前十大股东没有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导致股份增减变动的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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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下午
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其中蔡东青、蔡晓东以通讯方式参与会议。 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6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
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7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半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50）。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51）。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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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下

午 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 其中通讯参会的监事为蔡贤芳。 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6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 会议
有效表决票数为 3票。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贤芳女士主
持，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半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
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21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50）。

二、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51）。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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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21 年半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2018 年 1 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65 号）核准，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奥飞
娱乐”） 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0,215,20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9,999,971.64元，扣除股票发行费用人民币 21,154,149.50元，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8,845,822.14 元， 考虑发行费用的增值税进项税 1,197,404.69 元
后，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50,215,206.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629,828,020.83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全部到账，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验字[2018]
G17037900016号”《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入账 681,126,037.35元（与募集资金净额差异 2,280,215.21 元为未置换的

部分发行费用）。以前年度公司通过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支付股票发行及财务顾问费用已使用募集资金
2,280,215.21 元， 募集资金账户利息净收益 14,335,077.17 元。 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343,981,575.19元，累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 180,000,000.00元，累计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 885,000,000.00 元，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已归还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745,000,000.00元,剩余未归还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00.00元。

2021 年半年度公司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35,811,989.86 元， 募集资金账户利息净收益
132,308.87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 31,296,558.51元，已归还以前年度暂时性补充流
动资金 47,000,000.00元，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7,913,828.59 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9,223,084.62
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余额相差 300.00 元（因公司调入自有资金支付相关手续费费用剩余金额所
致）。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
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便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专
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

制度。
2018年 1月 22日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共 4家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年 1月 31日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奥飞影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奥飞影业(上海)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奥飞影视有限公司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天津
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共 7家公司和 4家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鉴于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投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东方投行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保荐机构东方投行分别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
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及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2）。

上述所有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营业部 3310008080120100011328 已销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珠江支行 10956000000744412 35,914.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营业部 755916753110404 1,715.4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分行 607549809 3,780,140.8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澄海支行 44050165010109002292 已销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澄海支行 78120198000090240 62,379.85

奥飞影业(上海)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121915631610702 938,766.62

天津仙山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1790830802 126,371.13

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1790829804 133.98

奥飞影业投资(北京)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110912578310804 170.50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水荫路支行 715969606777 1,596,748.23

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1763516802 2,478,011.15

上海奥飞数娱影视有限公
司（原名：苏州奥飞影视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珠江新城支行 15000091422119 203,032.39

合计 ——— ——— 9,223,384.6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公司 2018 年 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IP 管理运营体系建设项目及

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 公司于 2018年 1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名称和住所变更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IP 资源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之一“苏州奥飞影视有限公司”，由原住所苏州工业园区翠微街 9 号月亮湾国际商务中心
1幢 1001室，搬迁至新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1230 号 A805 室，名称变更为“上海奥飞数娱影
视有限公司”，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月 2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关于非公开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名称
和住所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
010）。

2、 公司于 2019年 7月 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计划将 IP资源建设项目部分子项目通过对各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
实施。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
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19年 7月 31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
目实施方式。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
投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6），于 2019年 8月 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3、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为了加快提升 IP影响力、充分发挥 IP 商业价值以及提高公司项目周转效率，公司计划
将 IP资源建设项目部分子项目通过更改投资模式的方式实施。 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
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日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
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0）、《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于 2021 年
5月 2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5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1,242.42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
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奥飞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广会专字[2018]G17037900432
号）。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已置换募集资金 11,242.42万元。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8年 5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
算）。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19年 1月 16日，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上述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 3亿元的归还工作。
2、公司于 2019年 1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计算）。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0年 1月 13日，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上述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 26,000万元的归还
工作。

3、公司于 2020年 1月 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不超过人民币 18,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
算）。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0年 12月 7日，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上述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 18,500万元的归还
工作。

4、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计算）。 公司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 14,000万元，已归还暂时性补充流
动资金 4,7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9,300万元。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

通过、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议案》。 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如《十万个冷笑话 3》、《镇魂街 1》、《喜羊羊
2017动画剧集》、《巴啦啦小魔仙之飞越彩灵堡》等 10 部已完结的 IP 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576.04
万元，《智趣羊学堂》、《喜羊羊 2018 动画剧集》 等 7 部拟完成的 IP 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922.00 万
元。 经管理层深入探讨研究，公司决定将上述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萌鸡小队 3》、《巴啦啦小魔仙 7》、
《战斗王飓风战魂第六季》、《萌鸡色彩课堂》等项目。目前，除《战斗王飓风战魂第六季》外，其他新增子
项目运作情况良好。（《战斗王飓风战魂第六季》已被公司于 2019年 7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2019 年 7 月 31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批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所调减。 ）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 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
项目中具体子项目《超级飞侠 5》、《超级飞侠 6》两部已完结的 IP 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524.21 万
元，拟完成的 IP 内容项目《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嘻哈闯世界 4》节余募集资金 265.04 万元。 经管理层深
入探讨研究，公司决定将上述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大卫贝肯 3》、《喜羊羊大电影 8》、《超级飞侠 7》和
《超级飞侠 8》等项目。 目前新增子项目运作情况良好。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于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喜羊羊与灰太狼》三个项目已完结的 IP 内容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 2.22 万元，拟完成的 IP 内容项目《大卫贝肯 2》大电影、《镇魂街 2》动画片等五个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 890.11 万元。 经管理层深入探讨研究，公司决定将上述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新增《贝肯熊
6》、《超级飞侠 9》、《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片等六个项目并增加《镇魂街 2》网络剧投入资金。目前新增
子项目运作情况良好。

公司于 2020年 8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将部分募投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分募投子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 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超级飞侠 7》、
《雏蜂 1》、《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嘻哈闯世界 4》、《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发明大作战 3》 已完结的 IP内容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 684.13万元。经管理层深入探讨研究，公司决定将结余资金 684.13万元投入《超级飞
侠 8》、《镇魂街 2》、《巨神战击队 4》共 3个 IP资源建设项目的子项目中。 目前新增子项目运作情况良
好。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 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大卫贝肯 2》电影、《巴啦啦小魔仙 7》、《超级
飞侠 8》已完结的 IP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222.39万元，拟完成的 IP 内容项目《喜羊羊 3D 智趣第一
季》余募集资金 390万元。 经管理层深入探讨研究，公司决定将上述调减的募集资金和节余的募集资
金用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 K12 领域的其他募投子项目，包括《超级飞侠 10》、《萌鸡小队 4》、《巴啦啦
小魔仙 8》、《萌鸡小队 3》。 目前新增子项目运作情况良好。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
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喜羊羊 3D智趣第一季》、《萌鸡小队 3》、《超级飞侠 9》已
完成的 IP内容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664.26万元。 经管理层深入探讨研究，公司决定将上述节余的募集
资金中的 661.73万元用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 K12 领域的其他募投子项目； 将上述节余的募集资金
中的 2.53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10,222.31 万元。 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账户

的余额为 922.34 万元（包括公司调入自有资金支付相关手续费费用剩余金额 0.03 万元）以及暂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9,300.00万元，募集资金未使用部分后续用于募集项目付款。

四、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999.9972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6,710.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3,791.39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59,109.0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4,537.2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49.34%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注）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IP 资源建设项
目 是 44,602.

70
41,473.
04

3,469.
42

32,697.
47 78.84% 864.15 是 否

IP 管理运营体
系建设项目 是 5,281.8

8 5,281.88 111.77 5,281.88 100.00%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是 18,000.
00

21,129.
66

3,129.
66

21,129.
66 1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67,884.

58
67,884.
58

6,710.
85

59,109.
01 87.07% -- 864.15 -- --

超募资金投向 -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 - - - - -

合计 67,884.
58

67,884.
58

6,710.
85

59,109.
01 -- -- 864.15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见“三之（二）之 1”。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见“三之（二）之 2”。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见“三之（三）”。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见“三之（四）”。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1、截止 2018年底，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如《十万个冷笑话 3》、《镇魂街 1》、
《喜羊羊 2017�动画剧集》、《巴啦啦小魔仙之飞越彩灵堡》 等 10�部已完结的 IP�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 3,576.04�万元，《智趣羊学堂》、《喜羊羊 2018�动画剧集》 等 7�部拟完成的 IP�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 922.00�万元。公司因部分募投项目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申报前已经开始运作，而申报前使用自
有资金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部分资金未能达到置换募集资金条件而产生募集资金结余。
2、截止 2019年 7月，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超级飞侠 5》、《超级飞侠 6》两部
已完结的 IP 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524.21 万元，拟完成的 IP�内容项目《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嘻哈
闯世界 4》余募集资金 265.04万元。 公司因募投项目的制作调整而产生募集资金结余。
3、截止 2020年 3月，公司原投资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等三个项
目已完结，共节余 2.22�万元。 拟完成的 IP�内容《大卫贝肯 2》大电影、《镇魂街 2》动画片等五个项目
余募集资金 890.11�万元。 公司因募投项目的制作调整而产生募集资金结余。
4、截止 2020年 8月，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超级飞侠 7》、《雏蜂 1》、《喜羊羊
与灰太狼之嘻哈闯世界 4》、《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发明大作战 3》已制作完成，共结余 684.13�万元。 公
司因募投项目的制作调整而产生募集资金结余。
5、截止 2020年 12月，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大卫贝肯 2》电影、《巴啦啦小魔
仙 7》、《超级飞侠 8》已制作完成，共结余 222.39 万元。 拟完成的 IP�内容项目《喜羊羊 3D 智趣第一
季》余募集资金 390万元。 公司因募投项目的制作调整而产生募集资金结余。
6、截至 2021年 4月，公司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喜羊羊 3D 智趣第一季》、《萌鸡
小队 3》、《超级飞侠 9》已制作完成，共结余 664.26万元。 公司因募投项目的制作调整而产生募集资
金结余。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见“三之（七）”。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注】：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核、
2020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调整相关募投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 的《关于调整 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 更 后
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 目 达 到
预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1.IP� 资
源 建 设
项目

IP� 资 源
建 设 项
目

41,473.0
4 3,469.42 32,697.47 78.84% 864.15 是 否

2.IP� 管
理 运 营
体 系 建
设项目

IP� 管 理
运 营 体
系 建 设
项目

5,281.88 111.77 5,281.88 100.00% 不适用 否

3.补充流
动资金

补 充 流
动资金

21,129.6
6 3,129.66 21,129.66 100.00% 不适用 否

合计 -- 67,884.5
8 6,710.85 59,109.01 87.07% -- 864.15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1、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议案》，由于公司的战略更聚焦于 K12 领域，公司管理层经
过深入研讨后决定将原 IP 资源建设项目的部分募投子项目延后
实施， 并根据拍摄计划调减 IP 内容项目及根据经营计划调减 IP
管理运营体系建设项目所需资金，同时，由于原已完结的 IP 内容
项目和拟完结的 IP内容项目存在节余募集资金，公司决定将现有
的 IP资源建设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调减募集资金和 IP 管理运
营体系建设项目的调减募集资金用于 K12 领域的其他 IP 资源建
设项目。
公司原投资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如《十万个冷笑话
3》、《镇魂街 1》、《喜羊羊 2017 动画剧集》、《巴啦啦小魔仙之飞越
彩灵堡》等 10部已完结的 IP内容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3,576.04
万元，《智趣羊学堂》、《喜羊羊 2018 动画剧集》等 7 部拟完成的 IP
内容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922.00 万元。 同时，因为公司经营方
向更聚焦在 K12 领域，同时由于拍摄计划调整，管理层经过深入
探讨研究决定将《星迹》、《妖闻录》、《端脑第二季》3 部 K12 以上的
IP内容项目和《智趣羊学堂之七》、《智趣羊学堂之八》2 部 K12 的
IP内容项目延后，合计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共 1,412.00万元，并根
据拍摄计划调减《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发明大作战 3》预计使用的募
集资金 300.00 万元及根据经营计划调减 IP 管理运营体系建设项
目 4,114.85 万元 。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和调减募集资金共计
10,324.89万元。 公司拟将该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和调减募集资金增
加至原有的《巴啦啦小魔仙 7》和新增的《超级飞侠学英语》、《萌鸡
小队 3》、《智趣羊学堂 3D》、《战斗王飓风战魂第六季》等 9部 IP内
容项目中。 目前，除《战斗王飓风战魂第六季》外，其他新增子项目
运作情况良好。（《战斗王飓风战魂第六季》已被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2019 年 7 月 31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批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
的议案》所调减。 ）
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
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17）、《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119）、《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120）， 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2、 公司于 2019年 7月 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由于公司的战略更聚焦于
K12领域和部分潮流项目受市场影响较大，同时，公司践行“聚焦、
协同、务实、结果”的经营方针，需保持各项费用与业绩匹配，提高
项目投资收益率，公司管理层经过深入研讨和重新测算相关动画
制作成本后，决定在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的基础上，将 IP 资源建设项目
的《记忆分裂》、《妖闻录》等部分募投子项目延后实施，并根据拍摄
计划调减《超级飞侠》电影、《大卫贝肯 2》电影等 5 个 IP 资源建设
子项目拟投入金额小于前期分配额度共 1,928.49 万元，同时，由于
原投资于 IP资源建设项目中具体子项目《超级飞侠 5》、《超级飞
侠 6》两部已完结的 IP内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524.21 万元，拟完
成的 IP�内容项目《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嘻哈闯世界 4》节余募集资
金 265.04万元，公司决定将上述调减的募集资金和节余的募集资
金用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 K12 领域的其他募投子项目，包括《大
卫贝肯 3》 电影、《喜羊羊大电影 8》、《超级飞侠 7》、《超级飞侠 8》。
目前新增子项目运作情况良好。 同时，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计划将 IP 资源建设项目部
分子项目通过对各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实施。
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
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
投项目实施方式。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7月 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
投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 于 2019年 8月 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
报的《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
2019-057）。
3、公司于 2020年 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议案》。
由于目前公司的战略更聚焦于 K12 领域，为保持各项费用与业绩
匹配，提高项目投资收益率，公司管理层经过深入研讨和重新测算
相关动画制作成本后，决定在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的
基础上，将 IP 资源建设项目的《智趣羊学堂早教片》、《超能领域》
等部分募投子项目延后实施，预计调减 5,451.82 万元，根据拍摄计
划调减《超级飞侠》大电影、《巴啦啦小魔仙 7》、《智趣羊学堂 3D》
等 3个项目拟投入金额小于前期分配额度共 868.00 万元，并调减
IP管理运营体系建设项目 287.85 万元，同时，由于原投资于 IP 资
源建设项目中《喜羊羊与灰太狼》等 3 个已完结的 IP 内容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 2.22 万元，拟完成的 IP 内容项目《大卫贝肯 2》大电
影、《镇魂街 2》动画片节余募集资金 890.11万元，公司决定将上述
调减的募集资金和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 K12
领域的其他募投子项目，包括新增《贝肯熊 6》、《超级飞侠 9》、《喜
羊羊和灰太狼》系列片等 6个项目，增加《镇魂街 2》网络剧项目投
入金额。 目前新增子项目运作情况良好。
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通过了额《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
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第
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4、公司于 2020�年 8�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投子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分募投子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
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 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
量的提前下，加强项目各个实施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对
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 目前，
IP�资源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超级飞侠 7》、《雏蜂 1》、《喜羊羊与灰
太狼之嘻哈闯世界 4》、《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发明大作战 3》 已制作
完成，共结余 684.13�万元。
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
《关于将部分募投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子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7）、《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0-090）。
5、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议案》。
由于目前公司的战略更聚焦于 K12�领域，为保持各项费用与业绩
匹配，提高项目投资收益率，公司管理层经过深入研讨和重新测算
相关动画制作成本后，决定在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的基础上，将 IP 资源建
设项目的《巴啦啦小魔仙 7》、《大卫贝肯 2》 电影、《超级飞侠 8》、
《喜羊羊 3D智趣第一季》、《大卫贝肯 3》电影、《超级飞侠》大电影、
《喜羊羊 3D 智趣第二季》等 13 个项目调减 2,907.57�万元，公司决
定将上述调减的募集资金和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 IP 资源建设项
目中 K12领域的其他募投子项目，包括《超级飞侠 10》、《萌鸡小队
4》、《巴啦啦小魔仙 8》、《萌鸡小队 3》。目前新增子项目运作情况良
好。
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5 日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
经营情况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于
2020年 12月 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2020�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
6、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由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的募投子项目《镇魂街 2》原为版权剧模
式，公司为主要投资方，存在开发周期较长、投资总预算体量较大
等情况。 现公司基于加快提升 IP影响力、充分发挥 IP商业价值以
及提高公司项目周转效率等目的，拟引入第三方平台投资，将《镇
魂街 2》改为平台自制剧模式，故调减公司原计划投资于该项目的
部分募集资金共计 3127.13 万元。 公司相应享有项目商业化权益
收益的分配权，该模式有利于平台方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及优势更
好地推进剧集制作，发挥平台对项目的全流程赋能。 此外，IP资源
建设项目的具体募投子项目《喜羊羊 3D 智趣第一季》、《萌鸡小队
3》、《超级飞侠 9》已完结并存在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664.26万元。公
司管理层经过深入研讨，决定在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的基础上，将上述节
余募集资金中的 661.73 万元用于 IP 资源建设项目中 K12 领域的
其他募投子项目；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中的 2.53 万元以及调减的
募集资金共计 3,129.66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此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东方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日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分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部
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将
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于
2021年 5月 2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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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第一创业”）股份 325,170,966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 7.74%）的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昕宇”）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的 6个月内（含 6个月期满当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5,566,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75%）。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 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后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
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021年 8月 30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华熙昕宇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获悉华熙昕宇拟减
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
（二）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华熙昕宇持有本公司股份 325,170,966 股（全部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74%，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经营业务发展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华熙昕宇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华熙昕宇参与

本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6个月内（含 6个月期满当日）。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
公告披露之日后进行。

5、减持股份数量：减持期内，华熙昕宇拟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5,566,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 2.75%。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
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
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

6、价格区间：视减持时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份限售承诺
华熙昕宇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自第一创业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本承诺已履行
完毕。

2、股份限售期满后减持意向承诺
华熙昕宇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华熙昕宇所持第一创业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比例不超过第一创业发行上市时华熙昕宇持有第一创业股份总数的 25%，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
每股净资产； 华熙昕宇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第一创业并予以公
告，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内
（含六个月期满当日），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
本承诺已履行完毕。

3、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华熙昕宇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华熙昕宇将严格履行为第一创业 IPO 所作出的所

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除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外，若华熙昕宇
违反相关承诺，需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1） 在第一创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在违反行为纠正前，不得转让所持有的第一创业的股份。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
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3）在违反行为纠正前，暂不领取第一创业分配利润中归属于华熙昕宇的部分。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熙昕宇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计划公

告亦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华熙昕宇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情况等因素综合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
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若华熙昕宇按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
例将降至 5%以下，不再是本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但本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华熙昕宇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形。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减持股份的进
展情况，若华熙昕宇在减持过程中触及信息披露节点，本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督促华熙昕宇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华熙昕宇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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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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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补建先生关于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补建 否 6,100,000 6.48% 0.35% 2017-09-04 2021-08-26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补建先生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补建 94,206,958 5.34% 88,100,396 93.52% 5.00% 0 0 0 0

合计 94,206,958 5.34% 88,100,396 93.52% 5.00% 0 0 0 0

三、对公司的影响
1、补建先生告知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2、目前补建先生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情形，如未来其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情形，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解除质押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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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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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30日收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的通知》。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机构，原委派张克凌先生、彭海娇女士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现因张克凌先生工作变动调离华泰联合证券，不能继续履行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的保荐职责。 为保障督导工作的连续性，华泰联合证券决定委派朱宏伟先生（简历附后）接替张克凌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的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朱宏伟先生及彭海娇女士，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1年 3月 19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朱宏伟先生简历
朱宏伟先生，保荐代表人，现任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主持或参与过纵横股份（SH.688070）等 IPO项目，并参与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及上市公司和 IPO企业财

务、法律规范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