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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

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262,874,145.89元（合并报表），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3,050,

572.2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325,050,172.86元。 其中母公

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30,505,722.03元，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3,050,

572.2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532,010,295.89元。

经公司2019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拟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

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达股份 6009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志涛 孙彬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A座五层 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A座五层

电话 010-87835799 010-87835799

电子信箱 jiangzhitao@kedabeijing.com sunbin@kedabeijing.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科达股份主营业务为数字营销，以技术和数据驱动流量运营，深挖流量价值。公司以布

局完善的数字营销产业链，专业高效的服务水平及营销效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智能整合

数字营销解决方案。 基于对大数据、技术研发、效果优化、媒介整合、策略、创意及行业发展

的深度洞察，凭借强大的流量运营实力，深度挖掘流量价值，为各行业头部客户提供行业营

销解决方案。公司以实现行业客户营销目标为导向，通过技术和数据提升用户转化效果，是

行业客户与用户沟通、互动的纽带。 科达股份构建了覆盖数据分析、效果营销、效果优化与

管理、品牌管理、媒介规划与投放、体验营销、公关、自媒体以及营销技术产品的数字营销全

链条，长期作为头部媒体的核心合作伙伴，科达股份智能整合数字营销解决方案为各行业

客户提供最具商业价值的一体化营销服务。

科达股份客户覆盖网络服务、汽车、电商、游戏、金融、旅游、快速消费品等核心行业，与

超过1700家客户建立了深入且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中报告期内确认收入规模亿级以上客

户16家。 为进一步契合客户需求、提升服务品质，科达股份根据数字营销业务结构组建精

准营销事业部、汽车营销事业部、互联网其他业务群，精准营销事业部不断拓展业务规模优

势，持续巩固公司在效果营销领域的龙头地位；汽车营销事业部聚焦汽车行业整合营销体

系以及行业解决方案，不断推进汽车营销业务的深入整合，升级汽车行业数字营销模式，提

升盈利能力。 同时，互联网其他业务事业部在品牌管理、创意、自媒体等细分领域持续扩大

服务规模和影响力，巩固并提升市场占有率，牢牢占据细分领域的领先优势。

图：2018年各行业客户收入占比

报告期内，公司从客户需求出发，以不断提升的数据与技术能力，不断赋能行业营销解

决方案，深挖流量价值。 同时，不断巩固在汽车营销领域的规模优势及领先地位，深化产业

链整合及提升全案营销服务能力。公司紧握头部媒体资源，整合中型优质媒体流量，同时保

持对新型媒体流量价值释放的探索，具备差异化的流量运营及盈利能力。 公司大数据管理

平台持续赋能精准营销服务系统、智能营销服务系统，实现业务模式的不断升级与衍化，成

为数据和技术驱动流量运营的领先企业，为行业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智能营销服务。

（二）行业情况

根据艾瑞咨询2019年2月发布的《润物有声III-201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全瞻》 数据，

2018年度中国网络广告核心数据显示，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将达到4914亿元，同比增长

31%，增速仍保持在30%以上。从绝对值来看，中国网络广告发展仍旧显示出较为良好的生

命力，预计在2020年市场规模将近8000亿元。 艾瑞分析认为，中国网络广告市场仍旧是互

联网产业重要的商业模式，并且市场随着互联网企业形态和格局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互联

网产业经历人口红利期、移动风口期，近年来进入精细化运营期，网络广告市场也在各阶段

不断打破原有天花板限制，拓展形式和边界。 未来5-10年，网络广告将继续跟随互联网产

业发展，进入以互联网作为连接点，以技术为驱动，打通多种渠道和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

以内容创意和基于数据分析的优化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阶段。 中国互联网发展至今，随

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用户流量增长趋势减缓，如何高效的进行流量价值的挖掘成为重中

之重。营销的精准度，各环节效率全面优化的诉求，在触达、交互、精准上提出更加优质的解

决方案， 均对数字营销服务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运用数据管理和智能营销平台在

用户洞察、创意生成、内容制作和效果检测等方面为广告主和媒体方提供不可或缺的助力，

成为营销服务商提供优质全方位解决方案的关键。智能营销平台一方面可以提高营销服务

效率，高效达成广告主和媒体方的营销诉求；另一方面，通过整合跨平台的数据，巩固自身

的营销价值。 对于迎接营销变革新挑战的数字营销服务商来说，一方面要有基于大数据解

决方案的多维度流量整合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具备基于技术与数据的流量运营能力，以提

升营销效率。 科达股份作为以数据、技术驱动的流量运营公司将持续赋能技术、数据能力，

以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0,311,521,910.01 10,649,668,033.06 -3.18 8,163,616,123.87

营业收入 14,209,498,880.83 9,469,768,020.67 50.05 7,025,429,58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2,874,145.89 462,710,414.14 -43.19 415,761,16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7,649,580.08 425,212,034.97 -77.04 389,638,67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139,860,978.88 6,044,315,671.49 1.58 4,222,779,55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79,533.41 -25,235,791.18 701,136,277.38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0 0.50 -60.00 0.4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0 0.50 -60.00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31 8.55 减少4.24个百分点 10.32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901,293,729.32 4,010,321,143.23 3,644,342,276.29 3,653,541,73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529,483.73 296,094,892.94 64,473,980.87 -185,224,21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3,447,304.54 117,724,535.15 55,725,222.72 -159,247,48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219,160.08 73,239,033.74 86,684,882.39 133,974,777.36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4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119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48,140,910 168,493,185 12.71 0 质押 128,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褚明理 2,552,755 53,607,744 4.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百仕成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9,062,659 50,364,005 3.8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150,017 45,414,405 3.4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红塔资产－中信银行－中

信信托－中信·宏商金融

投资项目1701期

-5,792,983 35,721,058 2.6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黄峥嵘 7,480,000 26,180,000 1.97 0 质押 26,18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桔洲 4,628,413 22,429,795 1.69 19,937,548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烽 611,194 21,216,229 1.60 0 质押 20,478,800 境内自然人

张耀东 4,608,453 19,754,587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华华 2,332,886 16,155,601 1.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峥嵘以及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目前，公司未曾获得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关系的信息。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备注：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科达” ）和刘双珉为关联方，合计持有

公司12.75%的股权。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备注：2019年1月9日，刘锋杰与刘双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刘锋杰以协议转让的方

式受让刘双珉所持有的山东科达81.75%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刘锋杰累计持有山东

科达82.82%的股权，为山东科达的实际控制人。 山东科达持有科达股份168,493,185股股

份，占科达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12.71%，为科达股份第一大股东。 上述权益变动导致科达

股份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刘锋杰。（详见公司2019年1月1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有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03）及《科达股份详实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0,949.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0.05%，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6,287.4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19%；其中数字营销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1,370,131.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56%，实现净利润53,344.96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4.15%。

注：1、汽车营销事业部包括百孚思、同立传播、爱创天杰、智阅网络四家子公司；

2、精准营销事业部包括派瑞威行和数字一百；

3、互联网其他业务包括华邑、雨林木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增强技术和数据能力，通过海量数据沉淀及技术升级助力精准智

能营销，在公司治理、业务规模及专业服务能力上均取得较大成绩，其中，精准营销日耗超

4000万。

2018年全年公司揽获金投赏、虎啸奖、金瞳奖、IAI国际广告奖等170余项行业大奖，其

中， 在“第九届虎啸奖” 上荣获17项大奖；在“第九届金鼠标国际数字营销节” 上，科达股

份获得包括2枚金奖在内的8项品牌营销类大奖；同样在“第十届金远奖” 上科达股份获得

18项品牌营销类大奖，其中包含10项金奖。 在“第七届ADMEN实战大奖”中，科达股份凭

借效果营销案例荣获4座实战金案，彰显了智能营销领军集团实力。凭借营销实力科达股份

分别在 “第五届中国广告年度数字大奖” 中获得 “年度数字传播集团” 及Morketing�

“2018综合实力营销平台”等荣誉。 2018年科达股份积极参与行业组织，当选为中国商务

广告协会品牌发展战略委员会第一届联席理事长单位，以及数字营销委员会第二届副理事

长单位。科达股份始终以“为行业创造价值”为出发点，为推动中国数字营销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管理方面，引入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强化日常经营管理、机会管理、风险管理，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日常经营管理方面，公司通过实行职业经理人机

制，强化专业的企业管理能力与企业高成长力，不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通过集团赋能各个

业务平台，统一公司战略、投资、人事及财务管理，并通过统一的技术投入，助力各平台商业

模式的升级与衍化；同时，对各业务平台实行行业事业部制，根据业务性质划分汽车营销事

业部、精准营销事业部及互联网其他业务事业部，深挖行业资源及优势，形成行业营销解决

方案；不断引入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如“LTC（Leads� to� cash� ）” 流程，对从线索到回款

的整个流程进行管理和优化，打造作战小组等。

机会管理方面，互联网行业发展迅速，机会也稍纵即逝，为及时抓住商业机会，公司培

养业务团队快速应对媒体行业与客户行业的变化，第一时间调整业务发展重点，捕捉商业

机会，与之相适应，建立快速反应的组织执行能力，建立可视化的作战单元，灵活调整作战

计划，保证高效执行力，及时实现资源、组织、激励及数据等方面的倾斜。

风险管理方面，针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2018年资金面的全面紧缩，公司及

时进行现金流管理，降低资金风险。 通过调整客户结构，优先发展回款好的行业大客户，严

控中小客户回款等方式保证现金流；并通过客户预付机制、严控平均账期、超级大客户账期

管理等多维度继续加强管理，防范风险。

2�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期末总资产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北京派瑞威行广告有

限公司

效果营销龙头企业，提供从营销策略、

媒介采购、效果优化到创意的一站式服

务，包括跨媒体营销整合、单一媒体多

资源整合、活动节点等智能整合营销服

务

1,000.00 199,769.33 40,293.36 12,768.58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

销有限公司

创意策划、品牌管理。 为快速消费品行

业如食品饮料、 保健品、 家化产品等、

3C行业、 汽车行业企业以及电商平台

的企业提供创意策划、品牌营销、产品

推广等品牌营销服务

2,000.00 21,076.27 16,579.39 4,364.59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

公司

数字整合营销专业服务提供商，提供汽

车品牌及产品的数字营销、汽车电商业

务、网络公关与网站建设

5,000.00 86,312.05 23,960.42 6,071.72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

限公司

立足于线下会展服务，以客户体验为导

向，结合数字营销推广，为客户提供线

上线下的整合营销服务

1,800.00 36,052.76 12,199.13 2,883.37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

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利用114�啦网址导航网站，在为互

联网用户提供免费网址导航服务的同

时，为第三方搜索引擎、电商网站等互

联网媒体平台客户提供流量导入

1,176.4706 23,137.17 13,092.17 3,848.81

北京爱创天杰营销科

技有限公司

国内领先的公关营销与传播服务机构，

以技术为驱动力，帮助商业客户构建互

联网时代的营销与传播服务体系

1,000.00 62,472.65 37,670.28 10,187.57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汽车行业移动端垂直媒体，为用户提供

全网最新、最全、最准的汽车类专业资

讯，可为企业量身打造专属自媒体联盟

的全价值传播

130.7222 31,441.24 22,526.73 6,726.91

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在线调研专业机构， 依托于在线样本

库、在线调研软件系统以及互联网社区

平台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并对平

台上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2,295.00 18,968.34 14,016.49 4,382.01

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

司

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经营）、房屋

租赁

6,600.00 53,766.85 8,238.53 468.26

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营销策划及销售 1,000.00 25,350.89 3,016.04 1,943.19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2018年度， 本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及子公司相关情况详见 《科达股份

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变动详见《科

达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董事长：刘锋杰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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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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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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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于2019年4月7日以书面、传真、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

议的通知。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17日上午9:00在北京市朝阳区伊莎

文心广场A座五层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5人）。

(五)�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刘锋杰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派预案》

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262,874,145.89元（合并报表），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3,050,

572.2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325,050,172.86元。 其中母公

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30,505,722.03元，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3,050,

572.2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532,010,295.89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拟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年度审计会计师出具的2018

年度《审计报告》，我们认为：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 对利润分配预案审议程序的规定。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依据公司目前发展阶

段、经营能力和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制定的，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公司股东长

远利益。 所以，我们同意将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2018年度报酬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支付2018年度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为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截至目前，已完

成审计工作，公司将支付其2018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人民币230万元整，支付2018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120万元整。

鉴于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其专业能

力与服务水平在长期工作中得到了验证，建议继续聘请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临2019-03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科达股份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19-032）。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综

上，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

资产实际情况，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拟出资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烟台量智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占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37.5%。 具体出资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全体董事要求上市公司财务部门、投资部门严控项目风险。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科达股份关于拟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报备文件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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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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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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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于2019年4月7日以书面、传真、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的通知。

（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17日下午1:00在北京市朝阳区伊莎

文心广场A座五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监事人数3人。

（五）会议主持人为公司监事会主席成来国先生。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科达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

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262,874,145.89元（合并报表），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3,050,

572.2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325,050,172.86元。 其中母公

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30,505,722.03元，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3,050,

572.2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532,010,295.89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拟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临2019-03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科达股份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19-032）。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报备文件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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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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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及相关格

式指引，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8

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第一次重大重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37号文《关于核准科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北京百仕成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发行，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3,400,000股，发行价格5.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41,

704,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5,000,00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726,704,

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5〕327号)。 截止2015年8月24日，公司将募集资金存储于公司募集

资 金 专 户 ： 山 东 广 饶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王 支 行 ， 账 号 ：

9050105303142050005097。

非公开发行募投资金用于支付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和中介机构费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726,704,200.00元，其中支付第一

期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515,558,464.90元，支付第二期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67,

412,154.70元，支付第三期购买资金交易的现金对价67,412,154.70元，支付第四期购买

资金交易的现金对价67,412,154.70元， 支付转款手续费3,230.43元， 支付银行手续费

200.00元，支付中介机构费8,905,840.57元。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为7,826,998.55元。

第一次重大重组非公开发行募投资金项目已按计划实施完毕， 现金对价已全部支付。

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办理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手续，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

用。 截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前，募集资金占用账户余额7,826,798.55元全部为利息收

入，已转入公司其他一般账户。

（二）第二次重大重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58号文《关于核准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北京祺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

准，本公司由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劵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发行，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5,952,136.00股，发行价格16.3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52,695,987.68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5,143,921.7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727,552,

065.9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7〕82号)。 截止2017年4月5日，公司将募集资金存储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浙商银行济南分行，账号：4510000010120100226591。

非公开发行募投资金用于支付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和中介机构费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727,552,065.97元，全部用于支付

第一期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

第二次重大重组非公开发行募投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0.00

元，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办理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手续。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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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和要求，制订了《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第一次重大重组于2015年8月25日,本公司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王支行共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第二次重大重组于2017年4月6日,本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与浙商银行济南分行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履行

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以保

证专款专用。 本公司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计划进度组织实施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实

施部门（单位）要编制具体工作进度计划，保证各项工作能按计划进度完成，并定期向财务

部门和董事会秘书报送具体工作计划和实际完成进度情况，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相关信息披

露。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所有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支出，在

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均需由具体使用部门（单位）填写申请单，由公司财务总监审核，经董事

长批准后交财务部门办理付款事宜；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须报股东大会审批。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第一次重大重组

2018年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第三期现金对价7,964,996.45元、 支付第四期现金对

价支付67,412,154.70元。

（二）第二次重大重组

2018年募集配套资金账户无发生额。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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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附表： 第一次重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670.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37.7151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670.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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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资

产支付

现金对

价及相

关费用

否 72670.40 — 72670.42 7537.715115 72670.42 0.00 100.00 — — — —

合计 — — — — — —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5�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七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从银行存款活期专户存款转为定期存单的议案》，一致同意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

款，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定期存款金额为为0.00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无

附表： 第二次重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2755.20659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755.2065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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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买

资 产

支 付

现 金

对 价

及 相

关 费

用

否 72755.206597 — 72755.206597 0.00 72755.206597 0.00 100.00 — — — —

合计 — — — — — —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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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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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上市公司” 或“公司” ）于2019年4

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商誉的形成

2015年9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邑” ）100%股权，公司完成股权收购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

并中取得的华邑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332,678,130.79元确认为商誉。

2015年9月，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同立传播” ）100%股权，公司完成股权收购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

合并中取得的同立传播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338,055,433.14元确认为商

誉。

2015年9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雨林木风” ）100%股权，公司完成股权收购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

大于合并中取得的雨林木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426,458,006.85元确认为

商誉。

2016年7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雨林木风收购北京卓泰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卓泰”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

得的北京卓泰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38,717,257.11元确认为商誉。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上述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要每年年度终了

时做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

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聘请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并购子公司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据评估报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

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圆开评报字

[2019]第000055号）所载，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

司列入评估范围内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在产权持有单位的账面价值为11,433.79万元，

基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对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未

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41,222.60�万元。

据评估报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

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圆开评报字

[2019]第000054号）所载，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列

入评估范围内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在产权持有单位的账面价值为19,745.23万元， 基于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对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未来现金流

量的预计，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45,737.23万元。

据评估报告《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圆开评报

字[2019]第000061号）所载，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列入评估范围内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在产权持有单位的账面价值为13,784.99万

元，基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对商誉相关资产组未

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商誉相关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41,652.78万元。

据评估报告《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北京卓泰天下

科技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圆开评报

字[2019]第000060号）所载，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北京卓泰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列入评估范围内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在产权持有单位的账面价值为3,007.85万元，基于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卓泰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对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

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6,043.02万元。

具体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项目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

销有限公司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

限公司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卓泰天下科技

有限公司

商誉账面原值① 332,678,130.79 338,055,433.14 426,458,006.85 38,717,257.11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原值

②

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

原值③=①+②

332,678,130.79 338,055,433.14 426,458,006.85 38,717,257.11

资产组有形资产的账面价值④ 114,337,934.46 197,452,273.00 137,849,883.68 30,078,509.70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⑤=

③+④

447,016,065.25 535,507,706.14 564,307,890.53 68,795,766.81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可收

回金额）⑥

412,226,000.00 457,372,300.00 416,527,800.00 60,430,200.00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大于0时）

⑦=⑤-⑥

34,790,065.25 78,135,406.14 147,780,090.53 8,365,566.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减值准备 34,790,065.25 78,135,406.14 147,780,090.53 8,365,566.81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值损失 34,790,065.25 78,135,406.14 147,780,090.53 8,365,566.81

根据评估报告及减值测试，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如下：

单位：元

资产组

商誉形成时

间

2018年12月31日商誉原

值

年初商誉减值准备

余额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018年12月31日商誉

净值

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

有限公司

2015年 332,678,130.79 - 34,790,065.25 297,888,065.54

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

公司

2015年 338,055,433.14 - 78,135,406.14 259,920,027.00

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

技有限公司

2015年 426,458,006.85 - 147,780,090.53 278,677,916.32

北京卓泰天下科技有限

公司

2016年 38,717,257.11 - 8,365,566.81 30,351,690.30

合计 1,135,908,827.89 - 269,071,128.73 866,837,699.16

三、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269,071,128.73元， 该项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

合并损益， 导致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269,071,

128.73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资

产实际情况，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并

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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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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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烟台量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量智基金” ）

●投资金额：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 、“上市公司” 或“公

司” ）拟出资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量智基金，具体出资金额以正

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尚未签署正式合伙协议，最终达成的协议以各方协商结果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拟出资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

币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量智基金，具体出资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全体董事要

求上市公司财务部门、投资部门严控项目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

（二）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黄三角” ）为量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同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宁夏宁东企业总部大楼A座14楼中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郝亚楠

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建设项目投资及咨询管理服务；商业贸易投资及咨询管理服务；教育基础设

施投资及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及咨询管理服务；风险投资及咨询管理服务；创业投资及咨询

管理服务。 （以上项目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非法集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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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宁夏黄三角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任何关系。

3、宁夏黄三角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宁夏黄三角总资产为246,793,574.22元， 净资产为5,547,

738.31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82,524.28元，实现净利润为3,129,424.29元。（上述数

据未经过审计）

（三）黄河三角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河三角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三角洲” ）为量智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负责量智基金的投资运作。 黄河三角洲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企业名称：黄河三角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59号新孵化大厦（B楼）539房间

法定代表人：胡瀚阳

注册资本：115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控股股东：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烟台量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2号7楼706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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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预计规模：4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投资完成后，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占认缴出资总额的0.25%，科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认缴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 占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

37.5%。

四、入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

有限合伙人企业：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方式：货币，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

2、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与原有限合伙人享受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3、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上述为公司入伙量智基金协议的主要内容；目前尚未签署正式合伙协议，最终达成的

合伙协议以各方协商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拟通过借助专业的投资团队和优势资源，寻找符合公司战略方向

的投资标的；且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重大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目前尚未签署正式合伙协议，最终达成的合伙协议以各方协商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将及时跟进量智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 报备文件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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