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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百视通    公告编号：临2015-023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材

料二次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0006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百

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提出了二次反馈意见，并要求公司于收到反馈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披露反

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2015 年 3 月 20 日，公司依法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反馈回复说明及各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并披露。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附：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21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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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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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之回复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我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收到贵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0006 号），要求我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

释。我公司根据贵会要求，对所涉及问题组织各相关中介机构核查、讨论，现就

相关问题做以下回复说明。（以下简称“本回复说明”，其中简称如无特别说明，

则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请百视通结合本次重组复牌后的股票价格，进一步补充披露以确定价

格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交易方案中，百视通拟采取锁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100 亿元。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百视

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

易均价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即 32.54 元/股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百视通股票均价的 9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一）锁价发行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1、锁价发行相比询价发行在每股指标方面的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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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若采取询价方式配套募集资金，假设最终询价结果以百视通 2015

年 3 月 18 日开始计算的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42.96 元/股）进行测算，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仍为 100 亿元，则百视通分别计算锁价发行与询价发行两

种方式下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的情况如下： 

不同发行方式比较 
锁价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案） 

询价发行方式 

（假设测算） 

配套募集资金发行价格（元/股） 32.54 42.96 

  1、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104,813.65  104,813.65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15,920.61  15,920.61 

  3、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30,731.41  23,277.47 

本次交易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151,465.67 144,011.73 

发行前百视通总股本（万股） 111,373.61 

发行后新上市公司总股本（万股） 262,839.27 255,385.33 

备考合并报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权益（万元） 
1,323,505.74 

备考合并报表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47,643.73 

每股净资产（元/股） 5.04  5.18  

每股收益（元/股） 0.94  0.97  

根据上述测算可见，若采取询价方式配套募集资金，则本次发行方案的每股

净资产较询价方式仅相差 0.14 元/股，差异率为 2.92%；本次发行方案的每股收

益较询价方式仅相差 0.03 元/股，差异率为 2.92%。因此，即使不考虑询价发行

时二级市场或有的向下调整因素，上述比较表明，本次配募采用锁价发行方式，

较询价方式在每股指标方面的差异很小，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2、重组复牌后百视通股价表现接近上证综指和行业指标，配募对象并未获

得大幅超额收益 

截至 2015 年 3 月 18 日，假设配募对象自复牌日以 32.54 元/股的价格参与认

购，则其投资产生的浮盈收益率为 49.23%。假设配募对象自复牌日投资上证指

数，则其投资产生的浮盈收益率为 43.85%；投资申万传媒指数（代码：80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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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投资产生的浮盈收益率为 49.00%。因此，配募对象参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

与投资上证指数和申万传媒指数的浮盈收益率差异为 5.38%和 0.23%，并未获得

大幅超额收益，具体如下： 

同期大盘表现 
2014 年 11 月 21 日 

收盘价（点） 

2015 年 3 月 18 日 

收盘价（点） 
累计涨幅 

上证指数 2,486.79 3,577.30 43.85% 

申万传媒指数 1,012.41 1,508.50 49.00% 

配募对象 

2014 年 11 月 21 日 

认购价格（元/股） 

2015 年 3 月 18 日 

收盘价（元/股） 
累计涨幅 

32.54 48.56 49.23% 

比较 

相对上证指数的浮盈收益率差异 5.38% 

相对于申万传媒指数的浮盈收益率差异 0.23% 

3、锁价发行价格接近二级市场长期价格 

期间 

停牌前 5

个交易日

均价 

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

均价 

停牌前 60

个交易日

均价 

停牌前

120 个交

易日均价 

停牌前

180 个交

易日均价 

停牌前

240 个交

易日均价 

停牌前

360 个交

易日均价 

百视通股价 

（元/股） 
31.98 32.58 34.64 37.82 39.08 35.85 31.18 

注：上述股价未除权除息。 

本次交易选取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

交易均价经除权除息后，作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该价格十分接近百

视通股票的二级市场长期价格（以本次交易停牌前 360 个交易日的成交均价

31.18 元/股为基准，未考虑除权除息的影响），同时亦处于短期股价波动区间（停

牌前 5 个交易日的成交均价为 31.98 元/股，停牌前 60 个交易日的成交均价为

34.64 元/股），因此，结合百视通股票的二级市场长期价格，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价格相对公允，保护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通过锁价发行引入文化传媒行业的战略投资者 

由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的新上市公司处于文化传媒行业，部分业务属于限制外

商投资的领域，相关政策法规对该行业的投资者均有较严格的规定和制约，故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需要对参与配募资金认购的投资者名单进行事前确认。经行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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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的确认，本次交易最终确定了向文广投资中心、上海国和基金、交银文化

基金、绿地金控、上汽投资、上海光控投资、长江养老、招商基金、国开金融、

中民投资本等共十家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述认购对象均具有良好的

产业背景，系认同上市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看好上市公司业务规划与未来价值

的战略投资者。 

此外，上述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均为三年。较长的锁定期有利于上市

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稳定，使上市公司能充分借助上述产业投资者及战略投资者

的资本力量，稳步推进其发展战略，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及价值提升，保护

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三）本次配募金额较大，通过锁价发行可以降低募集资金失败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战略及目标，同时提高上市公司重组后的整合

效应，故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0 亿元。鉴于募集资金规模较大，单

个战略投资者的平均认购金额为 10 亿元左右，为确保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

实施，故本次交易采用锁价发行方式募集配套资金。相比询价方式，锁价能够有

效降低募集资金不足或失败的风险，同时更有利于提高本次重组的效率，并确保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上市公司可立即启动发行，支付本次交易的部

分现金对价及启动募投项目的投资，避免市场波动带来发行的不确定性。因此，

本次交易采用锁价发行，能够确保上市公司足额募集其未来发展所必须的资金，

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保护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吸并方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采取锁价发行方式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次重组复牌后百视通的股票价格，本次配套融资采用

锁价方式发行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同时，以锁价发

行的方式引入长期战略投资者有利于配套资金的足额募集，有助于本次交易整合

绩效的提高，通过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及价值提升，最终实现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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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馈材料披露了两部联合拍摄电视剧收入成本的确认情况，占报告期

取得发行许可证电视剧数量（部）的 8%。请百视通进一步增加披露相关样本，

并结合电视剧各会计年度预测收入、实际收入、成本结转比例，进一步分析并

补充披露收入成本匹配的准确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报告期内，尚世影业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作品共 27 部，扣除约定收益

业务及尚未发行的作品，主要作品于报告期内各会计年度的预测收入与实际实现

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电视剧项目 预测收入 
实际收入 

实现率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合计 

《杜拉拉之似水年华》 2,886.19  -    2,886.19  33.07  2,919.26  101.15% 

《丈母娘来了》 6,448.47  6,417.33  111.44  116.04  6,644.80  103.04% 

《浮沉》 7,368.93  7,368.23  208.24  31.13  7,607.60  103.24% 

《断奶》 5,102.45  -    5,102.45  373.58  5,476.03  107.32% 

《产科男医生》 10,002.64  -    -    10,002.64  10,002.64  100.00% 

《谈判冤家》 2,839.62  -    -    2,841.93  2,841.93  100.08% 

《悬崖》 6,504.39  5,838.71  665.67  931.16  7,435.54  114.32% 

《我家的春秋冬夏》 4,669.81  -    3,527.73  913.87  4,441.60  95.11% 

《小爸爸》 4,563.59  -    4,563.59  100.77  4,664.36  102.21% 

《风和日丽》 3,041.57  2,576.12  459.38  261.27  3,296.77  108.39% 

《媳妇的美好宣言》 956.98  -    956.98  286.23  1,243.21  129.91% 

《你是我的阳光》 1,350.00 1,000.00 350.00  1,350.00 100.00% 

计划收入比例法不会对各期销售收入的确认产生影响，但会对销售成本的结

转产生影响，且销售成本结转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销售收入预测的准确性。报告

期内，尚世影业的主要电视剧项目的预测收入较为准确，与实际收入基本匹配。 

吸并方独立财务顾问及立信审计认为：报告期内，尚世影业采用计划收入比

例法进行成本结转并完成首轮销售的电视剧作品，其预测收入实现情况良好，上

下偏离值在合理范围内，计划收入比例法下，尚世影业预测收入的准确性保证了

其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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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馈材料显示，电影行业投资风险较大且报告期内业绩波动较大，尚

世影业 2014 年度营业收入少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主投电影项目的票房低于预期

和原定于 2014 年 12 月初上映的一个批片项目因故推迟。请百视通结合 2015 年

电影题材的适销性、目前拍摄进度、预计档期、电影经营风险的防范措施等方

面，进一步补充披露尚世影业 2015 年及以后年度电影营业收入预测的可实现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尚世影业电影收入预测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电影预测收入 8,294.31 11,916.88 17,993.67 27,421.93 

尚世影业预测总收入 75,243.44 90,803.66 104,632.21 118,175.47 

电影预测收入占预测总收入的比例 11.02% 13.12% 17.20% 23.20% 

根据上述电影收入预测，结合尚世影业 2015 年度电影项目的适销性、拍摄

进度、预计档期、经营风险及防范措施等方面的情况，尚世影业未来年度的电影

收入预测实现的可能性较大，具体如下： 

1、2015 年度电影项目及预测收入可实现情况 

截至本回复说明出具日，尚世影业 2015 年度已上映及销售的电影项目收入

实现情况，以及尚未上映及销售的电影项目拍摄进度、预计档期及预计收入情况

如下： 

项目名称 类型 题材 
预计收入

（万元） 
截止目前项目拍摄进度、预计档期 

《冰雪皇后》 批片电影 3D 动画片 1,610.27 已获得批片指标，预计将于 2015 年上半年上映 

《抢劫坚果店》 批片电影 3D 动画片 1,682.48 2015 年已确认收入 1,123 万，尚在销售中 

《味道中国》 国产电影 美食纪录片 31.66 2015 年已确认收入 31 万，尚在销售中 

《如果没有遇见你》 合拍电影 文艺剧情 3,837.67 
导演：戴思杰   主演：黎明 刘亦菲 刘烨 

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将于 2015 年下半年上映 

《冰河追凶》 国产电影 犯罪悬疑 1,179.36 
导演：徐  伟   主演：梁家辉 佟大为 周冬雨 

正在摄制中，预计将于 2015 年下半年上映 

合计 8,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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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已实现收入的部分电影项目，其预计收入已大部分实现。正在投制的电

影《如果没有遇见你》是文艺剧情片，而《冰河追凶》主打犯罪悬疑概念，这两

种题材的电影市场接受度较高。两部影片的主创阵容成熟，主演均为有相当票房

号召力的知名演员，因此其适销性的风险可控，收入预测相对保守。 

电影作品的题材是影响电影发行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尚世影业在计划

投拍上述电影时，均在题材上进行严格把控，考量其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和

大众审美观，立意是否正面积极，是否具有较高的人文情怀，并结合市场需求走

向及同档期同质产品的竞争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以最大程度控制其适销性风险。 

上述尚世影业 2015 年度最新的项目进展及经营计划基本按照预测计划有序

推进，其电影预测收入可达 8341.44 万元，较本次评估收益法预测的 2015 年度

电影预测收入 8294.31 万元相比，可完成率达到 100.57%。 

2、2015 年以后年度的预测收入可实现情况 

国内电影行业近年实现持续、高速的增长。根据艺恩咨询《2013-2014 年中

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3 年全国电影票房达 217.7 亿元，2014 年也超过了 288

亿。2011 年到 2014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0%。同时，尚世影业的电影业务尚处于

起步阶段，在电影投资制作方面，公司计划平均每年投制 1 至 2 部中等成本电影

和 2 至 3 部低成本商业电影。在批片电影方面，公司将继续与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密切合作，计划平均每年在国内发行 2-3 部引进影片。同时，尚世影业

还将与好莱坞大型电影工作室成立合资公司，从事在华电影协拍和电影联合出品

业务。 

综上，尚世影业 2015 年及以后年度电影预测收入实现的可能性较大。 

3、经营风险及防范措施 

根据尚世影业所在的影视行业特性以及市场竞争现状，尚世影业面临的主要

经营风险及采取的防范措施具体如下： 

（1）知识产权纠纷的风险 

知识产权是电影内容制作行业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随着未来电影行

业规模的扩大及各种电影作品的陆续推出，与电影相关的侵权行为（如盗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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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侵权等）可能呈现上升趋势。 

防范措施：但随着有关政府部门通过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打击

盗版执法力度等措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尚世影业通过与相

关政府部门密切沟通与合作，逐步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并有效降低该等纠纷

风险。 

（2）制作成本上升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百姓生活的提高，消费者对电影作品的需求及审美水平亦在提升。

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内电影制作单位不断加大对电影的投资，加剧对优秀编

剧、导演、演员及摄影等人才资源争夺的力度，使得电影制作成本逐步攀升。 

防范措施：为了降低成本上升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尚世影业通过加大销售力

度、逐步完善内控建设、以及优化业务流程以节约制作成本等多项措施抵御成本

攀升风险。 

吸并方独立财务顾问、东洲评估认为：结合尚世影业 2015 年电影题材的适

销性、拍摄进度、预计档期、经营风险及防范措施，尚世影业 2015 年及以后年

度的电影预测收入具备较高的可实现性。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0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