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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25 日，完美数字科技签署《完美世界（重庆）互动科技有限公

司章程》设立重庆互动科技，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由完美数字科技认缴 1,000

万元。  

2014 年 4 月 2 日，重庆市工商局向重庆互动科技核发注册号为

500903000532585 的《营业执照》。 

重庆互动科技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完美数字科技 1,000 0 100 

合计 1,000 0 100 

② 缴足注册资本 

2014 年 12 月 24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出具上

会京验 B 字（2014）第 243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4 年 6 月 27 日止，重

庆互动科技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0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缴足注册资本后，重庆互动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完美数字科技 1,000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0 100 

③ 股权转让 

2015 年 3 月 30 日，重庆互动科技股东完美数字科技作出决定，同意将其持

有的重庆互动科技 100%股权转让给完美世界。完美数字科技与完美世界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作出了约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重庆互动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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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完美软件科技 wulin2.mobi 2008.2.1 2018.2.1 

289  完美软件科技 yechang.mobi 2008.2.1 2018.2.1 

290  完美软件科技 zhuxiangame.mobi 2008.2.1 2018.2.1 

291  完美软件科技 wmzw.mobi 2008.2.1 2018.2.1 

292  完美软件科技 zhuxian2.mobi 2008.2.1 2018.2.1 

293  完美软件科技 duobaoqibing.mobi 2008.2.1 2018.2.1 

294  完美软件科技 duobaoqb.mobi 2008.2.1 2018.2.1 

295  完美软件科技 mengsj.mobi 2008.2.1 2018.2.1 

296  完美软件科技 meng2.mobi 2008.2.1 2018.2.1 

297  完美软件科技 wulwz.mobi 2008.2.1 20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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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中国 
 

41 12522187 完美网络 2015.3.28-2025.3.27 

103  中国 
 

19 13247861 完美数字科技 2015.3.28-2025.3.27 

104  中国 
 

9 12930640 完美网络 2015.4.7-2025.4.6 

105  中国 
 

41 12840321 完美网络 2015.4.7-2025.4.6 

106  中国 
 

41 12820656 完美网络 2015.4.7-2025.4.6 

107  中国 
 

9 12675902 完美网络 2015.4.7-2025.4.6 

108  中国 
 

9 12675904 完美网络 2015.4.7-2025.4.6 

109  中国 
 

26 13216417 完美数字科技 2015.4.7-2025.4.6 

110  中国 
 

5 13247853 完美数字科技 2015.4.7-2025.4.6 

111  中国 
 

11 13247857 完美数字科技 2015.4.7-2025.4.6 

112  中国 
 

31 13247865 完美数字科技 2015.4.7-2025.4.6 



Hey, this thing was missing before and now, geez, it's scheduled for the next hard
fork?
On the Grin++ side, we have completed a successful planned hard fork that solves
the synchronization problem prior to the hard fork, and Grin ++ 0.7.5 is now
available and it is the most stable version to date!
If the user does not receive a new cryptocurrency as a result of a hard fork, no
taxable income is calculated on the hard fork event
The Shelley's full demonstration could take a month to complete. Release Shelley
mainnet candidate chains around June 23 before releasing mainnet code on June 30.
. The official hard fork will begin on July 29, when Shelley launches, which will give
network participants enough time to upgrade their nodes and wallets. According to
the roadmap, Cardano will start issuing collateral for its token ADA around August
18 incentives
TNW's Hard Fork Summit 2019 to be held in Amsterdam from October 15 to 17
Ethereum will perform a hard fork of the Muir Glacier at block height 9,200,0

00.
Hive drops will only be performed o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Steem blockchain. Any
"emergency hard fork" executed prior to the airdrop will not qualify. In addition, any
exchange that participated in such a hard fork prior to this airdrop will not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irdrop.
ETC Core holds developer meeting to determine Agharta hard fork height of 9573000
The ETH network's twin brother, ETH (from which ETH is hard forked), completed on May 31
the expected Phoenix hard fork, compatible with ETH's earlier Istanbul hard fork
Maybe with the advent of Cardano, Hoskinson will finally make peace with the world.
On March 19, Firecoin Global Station announc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Hive plan, the
Hive team will be available in 2020 03 The STEEM hard fork will be launched at 22:00 (GMT
+8) on April 20 and will generate HIVE tokens. Firecoin Global site supports this STEEM hard
fork.
[Wechsler Ratings: cardano targets more realistic than IOTA] Recently, cryptographic rating
agency

Wechsler Ratings tweeted that when being When asked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ardano
and IOTA, the two have almost nothing in common. At the moment, IOTA is just a payment network,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reach a consensus, while Cardano has well Completing the roadmap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that IOTA is a big experiment, going to try to create a ledger where all
participants are truly equal. It's an ambitious goal, but one that many believe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Cardano,
on the other hand, is essentially trying to build BTC using PoS instead of PoW, and building intelligent Contracts.
It's a more realistic goal - not "pie in the sky" compared to what IOTA is trying to achieve!
Cardano conducted its second snapshot of the Shelley Test Network on November 29. Prior to the snapshot, coin
holders who followed the guidelines to operate in their designated wallet will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centive test network
Today, F

ebruary 21, the Cardano community tweeted that the Ourboros BFT hard fork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move prepares the Shelley Test Network for distribution
The hard fork is set on December 6, a month in advance. Hard fork dates will change. Unless you propose a
time-based fork (and also address the uncle-block timestamp issue), all forks are subject to change by a few days
Last week, the Cardano team announced the release of a new Cardano Haskell implementation by Cardano Node
and Cardano Explorer backend and web API. This update aims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design of Cardano.
Charles Hoskinson elaborated on this point at a recent AMA conference: "Both software It formed the basis for
our deployment of Shelley. We've been working on this software with a large team for 18 months on an ongoing
basis."
It is expected that on December 7, 2019, the Ethereum network will perform an Istanbul hard fork at the height
of block 9069000 (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calls this hard fork an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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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901、902、

903、904 号 

30232 号 

2. 房屋所有权 

根据完美世界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完美世界及其控制

的下属公司拥有的房屋所有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所有权人 座落 

建筑面积

（㎡） 
用途 产权证书 

是否

抵押 

1 成都完美软件 

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8 栋 1 层 102 号、

103 号 

941.73 科研、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字

第 3920931 号 
是 

2 成都完美软件 

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8 栋 2 层 201、202、

203、204 号 

1,215.82 科研、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字

第 3920935 号 
是 

3 成都完美软件 

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8 栋 3 层 301、302、

303、304 号 

1,626.85 科研、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字

第 3920934 号 
是 

4 成都完美软件 

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8 栋 4 层 401、402、

403、404 号 

1,626.85 科研、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字

第 3920936 号 
是 

5 成都完美软件 

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8 栋 5 层 501、502、

503 号 

1,427.97 科研、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字

第 3920939 号 
是 

6 成都完美软件 

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8 栋 6 层 601、602、

603 号 

1,438.21 科研、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字

第 3920937 号 
是 

7 成都完美软件 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1,438.21 科研、办公 成房权证监证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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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具《关于避免与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主要

内容如下： 

（1）截至承诺函签署之日，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中，除完美世界及其下属公

司从事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业务外，完美数字科技持股51%的天津乐道

从事的业务亦为网络游戏的研发、发行及运营业务，承诺人将尽快降低对天津乐

道享有的股权或权益比例，不再对天津乐道享有控制权。 

（2）承诺人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完美环球（包括完美环球控制

的企业，下同）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完美环球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

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承诺人拥有控制权

的其他企业（不包括完美环球控制的企业，下同）不从事或参与与完美环球的生

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3）如承诺人及承诺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

与任何可能与完美环球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书面

通知完美环球，如在书面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完美环球书面作出愿意利

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完美环球。 

（4）如违反以上承诺，承诺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

补偿由此给完美环球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内容合法有效，如该等承诺得到切实履行，交易对

方与完美环球将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七、 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重组完成后，目标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目标公司的全部债权

债务仍由目标公司各自享有或承担。因此，本次重组不涉及目标公司债权债务的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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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美世界 1,365.28 1,365.28 100 

合计 1,365.28 1,365.28 100 

13. 北京趣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赢互动”） 

（1） 基本信息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趣赢互动持有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 2015 年

9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注册号 110108017854602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1 号楼 E701-1 

法定代表人 刘永基 

注册资本 1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9 月 10 日至 2044 年 9 月 9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 历史沿革 

① 公司成立 

2014 年 8 月 26 日，崔铭、杨岑签署《北京趣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

立趣赢互动，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其中由崔铭认缴 9 万元，杨岑认缴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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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完美世界 1,000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0 100 

2. 成都完美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完美网络”） 

（1） 基本信息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成都完美网络持有成都市工商局 2015 年 12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684576157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成都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8 栋 1 层 103 号 

法定代表人 鲁晓寅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09 年 2 月 18 日至 2059 年 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软件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玩具、服装鞋帽、电

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械、日用品、工艺品；游戏产品运

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凭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从事

经营）。 

（2） 历史沿革 

① 公司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