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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2018-053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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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2016 年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2016 年 4 月 19 日，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完美世界”或“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完美世界（北京）数字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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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 号）的批文，核准公司向

完美世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完美世界（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完美世界控股”）和石河子市骏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完美世界游戏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人

民币 50 亿元（以下简称“2016 年募集资金”）。 

2016 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0.49 亿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51 亿元。上述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211474 号）。经公司相关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2016 年募集资金用于影视剧投资、游戏的研发运营与

代理、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二）募集资金历次变更基本情况概述 

经公司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 2016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原募投项目“影视

剧投资项目”、“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投资金

额由总计人民币 36 亿元变更为总计人民币 29.5 亿元，其中影视剧投资项目投资

金额减少人民币 1.5 亿元，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投资金额减少人民币 2 亿

元，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投资金额减少人民币 3 亿元，变更募集资金共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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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6.5亿元，占 2016年募集资金总额的 13%（以下简称“2016年变更募投项目”）。

变更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5 亿元用于收购完美世界院线有限公司、北京时代今典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完美世界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相关净债权

（以下简称“2016 年收购今典院线资产项目”）。2016 年收购今典院线资产项目已

于 2016 年 12 月实施完毕。 

经公司 2018 年 1 月 2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出售

今典院线资产项目，同时将出售所得转让款中人民币 6.5 亿元转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经公司 2018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 2018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上述转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的人民币 6.5 亿元用于影视剧投资项目。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游戏业务发展良好，为业务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现金流。近期公司与

Valve 公司签署授权协议，双方将合作搭建 Steam 中国。鉴于以上情况，公司拟

调整 2016 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原“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投资金

额由 10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7 亿元人民币，原“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投资金额

由 5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0.8 亿元人民币，共计变更募集资金 7.2 亿元，占 2016

年募集资金总额的 14.4%，变更的募集资金 7.2 亿元人民币将全部用于影视剧投

资项目。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变更事项已经 2018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 

本项目为网络游戏产品的研发、发行及运营等。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积极

推进本项目的实施，进行游戏产品的题材开发、立项、产品研发、产品测试、产

品迭代等工作，目前部分游戏产品已上线，且有多款游戏在研发过程中。本项目

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2亿元。2016年变更募投项目后，本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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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调整为10亿元。截至2018年5月31日，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18,319.95万元。 

2、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项目  

本项目计划在原有PGP平台的基础上，优化和丰富功能，开发基于互联网技

术的多端游戏智能玩家游戏平台，打造同时面向用户和开发者的智能服务。本项

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8亿元。2016年变更募投项目后，本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5亿元。 

自2016年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对原有的PGP平台及老虎平台进行了一系

列功能优化及丰富，推出了游戏助手、视频录制、大数据挖掘及分析、单机游戏

发行等功能，推出并完善了面向游戏研发商的接入SDK和管理后台。同时，公司

拓展了平台的电子竞技功能，创建了子平台“完美对战平台”，为竞技类游戏的线

上大众比赛及线下专业比赛提供开放的赛事支持及稳定的游戏接入。借助该平台

推出的“完美时刻”短视频录制生成功能，玩家能够方便地抓取在各类电竞游戏中

的精彩表现分享给朋友及社交媒体，为玩家提供全新电竞赛事体验。目前该平台

已在前期运行中很好地支持了《DOTA 2》、《CS:GO》相关国际赛事的全国海

选赛。同时，公司拓展了平台的直播功能，目前直播平台处于发展初期，主要服

务于完美世界游戏玩家，通过直播与游戏有关的内容、活动、娱乐话题，增加游

戏内容和新鲜度、跨服互动度，提高玩家在游戏内的粘度。截至2018年5月31日，

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789.58万元。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近年来，影视行业发展迅速，伴随着大批人才、资本的进入，以及传播渠道

的日益丰富，在市场对于高水准、大投入的精品内容需求旺盛的趋势下，影视行

业的竞争“以质取胜”的趋势日趋明显，持续创作、产出高质量的精品影视作品成

为影视公司获取更大发展的重要筹码。影视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拍摄

周期长等原因，通常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精品化趋势也进一步提高了影视行业

对于资金的需求。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影视内容制作公司，利用平台优势聚拢了多个优秀影视

制作团队。公司旗下不仅有赵宝刚、丁芯、滕华涛、刘江、郭靖宇、何静、吴玉

江等知名导演及制作人，还储备和培养了创作风格多样的多个制作团队，借助多



4 

层次、多元化的创作梯队，公司影视产品题材不断丰富，创作优质影视剧的能力

持续提升。目前，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公司储备了丰富的影视剧片单，该

等项目类型、风格各异，预计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及口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影视剧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44,993 万元，

除部分影视作品尚在制作过程中，已产生经济效益 35,526.13 万元，效益情况良

好。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影视剧投资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47,713 万元。 

2018 年 6 月 11 日，公司与 Valve 公司签署授权协议，将联合 Valve 公司推

出 Steam 中国。基于 Steam 中国项目的规划及发展前景，同时考虑公司现有平台

的基本情况，公司拟调整“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项目”的方向及目标，项目未来

将以整合现有平台、优化平台功能、构建统一的完美世界游戏用户平台为主，以

更好地整合公司用户资源，并实现不同产品之间的用户转化。鉴于项目方向的调

整，公司相应减少该项目下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为网络游戏产品的开发、发行及运营。近

年来，公司游戏业务发展良好，公司目前正在运营的多款游戏产品为公司带来了

充裕的现金流，《诛仙》端游、《完美世界国际版》、国际知名电竞大作《DOTA2》

等都保持着稳定的收入和玩家活跃度；2016 年公司推出的《诛仙手游》，上线

后持续表现良好，为公司贡献稳定流水；2018 年 5 月公司推出的影游联动重磅

产品《烈火如歌》，推出后即受到广大玩家喜爱；近期刚刚上线的《武林外传手

游》更是得到一致好评。游戏产品的良好表现使得游戏业务自身产生的现金流可

以满足现阶段游戏研发对资金的需求。 

综上，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募集资金投资回报，充分发挥募集资

金对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现公司拟将“多端游戏智能发行平台项目”

及“游戏的研发运营与代理项目”募集资金分别减少 4.2 亿元、3 亿元，变更共计

7.2 亿元，用于影视剧投资项目。 

三、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投资计划及经济效益分析 

本次影视剧投资项目预计投资约人民币 10.1 亿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7.2 亿元，主要用于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与投资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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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国际化”、“精品化”的战略路线，在精准定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选取或自主开发优质 IP 资源，持续创作类型丰富的优质影视作品，以进一步巩

固公司作为国内一流制作公司的地位，本次拟投资的影视剧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投资项目名称 状态 项目内容介绍 投资金额 

1 电视剧 燃情天使 
剧 本 创

作中 

讲述了三位女性在战斗中

保护自己的国家和同胞的

故事，预计 2019 年开机，

2020 年播出 

预计总投资 2 亿，

上 市 公 司 投 资

1.4 亿，占比 70%

2 电视剧 
极限飞行：试

飞英雄 

剧 本 改

编中 

讲述一群试飞英雄们勇于

挑战极限，历经痛失战友、

攻克技术瓶颈、战胜人生和

情感挫折，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最终完成试飞任

务的故事。预计 2019 年开

机，2019 年播出 

预计总投资 2 亿，

上 市 公 司 投 资

1.4 亿，占比 70%

3 电视剧 
野火春风斗古

城 

剧 本 改

编中 

描写 1943 年冬天在敌伪占

领下的省城（即河北保定

市）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活

和斗争的故事。预计 2018

年开机，2019 年播出 

预计总投资 3.5

亿，上市公司投资

1.75 亿，占比 50%

4 电视剧 惊天动地 
剧 本 创

作中 

讲述了建国前后公安战线

反特的故事，预计 2018 年

开机，2019 年播出 

预计总投资 1.5

亿，上市公司投资

0.9 亿，占比 60%

5 电影 格斗孤儿 
剧 本 创

作中 

改编自真实社会事件，讲述

了两个失去双亲的凉山孩

子被成都一家格斗俱乐部

收养练习综合格斗的故事。

预计 2018 年开机，2019 年

上映 

预计总投资 1.5

亿，上市公司投资

0.6 亿，占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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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视剧 圆明园 
剧 本 创

作中 

讲述了乾隆皇帝为太后祝

寿，要扩建圆明园一事所引

发的宫庭内外、内陆边陲、

王公贵胄、工匠走卒等各色

人等的传奇故事。预计 2019

年开机，2020 年播出 

预计总投资 3.36

亿，上市公司投资

1.65 亿，占比 49%

7 电视剧 我在天堂等你 
剧 本 创

作中 

通过对五十年前进藏女兵

真实故事的历史回忆与怀

想，解开了欧家六个子女的

身世之谜。预计 2019 年开

机，2020 年播出 

预计总投资 0.8

亿，上市公司投资

0.4 亿，占比 50%

8 电视剧 我的 AI 男友 
剧 本 创

作中 

讲述了一个仿生人男友和

人类女友之间的爱情故事。

预计 2019 年开机，2020 年

播出 

预计总投资 2 亿，

上市公司投资 2

亿，占比 100% 

 

作为国内最大的影游综合体，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创意和制作团队，丰富的

IP 资源及强大的 IP 资源综合开发能力。本次投资的影视作品涉及真实事件改编、

战争题材等时下热门影视类型，契合市场需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预计将会

给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回报。 

本次投资的影视项目已经过论证并立项，目前处于剧本创作（改编）或前期

筹备中，预计将于 2018 年陆续开拍。上述影视剧投资计划为公司目前初步规划，

具体投资进度及播出时间可能因市场变化等实际情况而有所调整。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影视作品市场认可度高 

公司一直坚持“精品化”的战略路线，丰富影视产品题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持续创作优质的影视作品，先后推出了《非常完美》、《钢的琴》、《失恋 33

天》、《等风来》、《触不可及》、《咱们结婚吧》、《非凡任务》、《嘉年华》

等影片，获得了较高的票房收入；以及《男人帮》、《红娘子》、《北京青年》、

《麻辣女兵》、《楚汉传奇》、《陆贞传奇》、《打狗棍》、《咱们结婚吧》、

《神犬奇兵》、《老有所依》、《青年医生》、《小爸爸》、《勇敢的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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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小七》系列、《咱们相爱吧》、《灵魂摆渡》系列（网络剧）、《大秧歌》、

《麻辣变形计》、《射雕英雄传》、《思美人》、《深海利剑》、《我的！体育

老师》、《归去来》、《忽而今夏》、《走火》等优秀电视剧，均取得了较高的

收视率，进一步深化公司作为国内一流制作公司的地位。 

2、稳定、优秀的影视制作团队 

公司不仅拥有包括赵宝刚、丁芯、滕华涛、刘江、郭靖宇、何静、吴玉江等

国内知名导演、制片人，还储备和培养了创作风格多样的多个制作团队，具有强

大的影视剧制作能力。借助多层次、多元化的创作梯队，可创作不同类型、题材、

风格的影视作品，不仅有效的保证了作品的质量，更有助于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

求，进而保障公司持续的精品产出能力。 

3、丰富的 IP 资源储备 

公司深耕细作多年，拥有丰富优质的 IP 资源储备，具有强大的 IP 资源开发

及运营实力。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慎地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如下意见：经审核，我们认

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着眼于公司整体发展布局而做出的谨慎决

定，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公司主营业务，且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变更

方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内容及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

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结果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发表了如下意见：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

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

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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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已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资

料，经核查，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已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所履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的调整，变更后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为上市公司主业且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有利于股东和上市公司的长远利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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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国信证券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计划。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