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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571        证券简称：点击网络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 

 

厦门鑫点击网络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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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鑫点击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点击网络”）拟

以现金 1,500.00 万元（单位人民币元，下同）认购福州易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易酷网络”、“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7.65 万元。易酷网络本次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易酷网络 15.00%的股权。本次增资的价格系综合考虑

易酷网络所处行业、经营状况、公司成长性等多种因素，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

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

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

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7,103.07 万元，本次公司投资易酷网络交易金额为 1,5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 8.77%，净资产额占比 12.35%。因此，

本次对外投资不满足《重组办法》第二条所述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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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福州易酷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无需报其他政府部

门审批。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

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福建异想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城边街 16 号榕泉丽景 1#、2#连接体

1 层 07 商业 C 区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城边街 16 号榕泉丽景 1#、2#连

接体 1 层 07 商业 C 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方传康 

实际控制人：方传康 

主营业务：动漫设计；基础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应用软件

开发；数字新媒体；教具、文具、玩具的嵌入式软件服务；停车场（库）信息系

统服务；信息安全服务；软件运行维护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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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

数字动漫制作；游戏设计制作；云平台服务；云基础设施服务；云软件服务；其

他数字内容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的投资；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投资；对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企业形象策划

服务；策划创意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计算机和辅助设

备修理；通讯设备修理；其他办公设备维修；家用电子产品修理；日用电器修理；

家用视听装备批发；日用家电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网络与信息

安全硬件销售；其他通讯设备批发；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其他机械设备

及电子产品批发；动漫衍生产品专门零售服务；家用视听设备零售；日用家电零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互联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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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0,000 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福州易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六一北路 587 号小桥新苑 2#楼 1 层 04

店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动漫游戏开发；数

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专业设计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

容应用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

出版发行）；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

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

据平台；计算机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

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物联网技术研发；物

联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互联网设备销售；

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数字文化创意技

术装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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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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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易酷网络增资前，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福建异想家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0.00 100.00% 

合 计 100.00 0.00 100.00% 

 

易酷网络增资后，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厦门鑫点击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7.65 17.65 15.00% 

2 
福建异想家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0    85.00% 

 合 计  117.65     17.65    100.00% 

四、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的价格系综合考虑易酷网络所处行业、经营状况、公司成长性等多

种因素，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投资总额为 1,500.00 万元，其中 17.65 万元用于增

加易酷网络注册资本，其余 1,482.35 万元计入易酷网络资本公积。 

五、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成交金额：各方同意，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壹佰万元（￥1,000,000.00）

增加到壹佰壹拾柒万陆仟伍佰元整（￥1,176,500.00），由甲方出资人民币壹仟伍

佰万元（￥15,000,000.00）认缴目标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中的 176,500.00 元，

其中 14,823,500.00 元作为公司资本公积；乙方同意并确认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目标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共计壹拾柒万陆仟伍佰元整（￥176,500.00）

（“新增注册资本”）。 

支付方式：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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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期限：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拾伍个工作日内且本协议第 3.2 条约定的先决

条件已成就的情形下，甲方将全部增资款共计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15,000,000.00），汇入目标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协议生效期：本协议自甲方、乙方、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协议生效附条件：点击网络有权机构（指总经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本交易之日起生效。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易酷网络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注于移动端精品游戏的研发公司，团队

成员拥有多年的游戏研发经验，主要来自网龙、IGG、墨麟、中青宝、腾讯等国

内知名游戏公司，平均游戏行业工作经验 8 年，核心成员具备 10 年以上网络游

戏产品的研发经验。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

更好的布局优势资源，寻找业务新的扩张点和收入增长点。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定，投资后，公司将密

切关注易酷网络运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加强投后风险把控。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促进公司可持

续发展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因此，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厦门鑫点击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厦门鑫点击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州易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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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协议书》 

 

 

厦门鑫点击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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