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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58               股票简称：电子城             编号：临 2017-033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合作设立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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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科创空

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联合启迪虚拟现实（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迪数字天

下（北京）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合资公司北京科迪双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

定名），三方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重点围绕VR人才培训和创业孵化加速等业务开

展合作。 

投资金额：新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整，其中北京科创空间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出资300万元，占合资公司60%的股份，启迪虚拟现实（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出资100万元，占合资公司20%的股份，启迪数字天下（北京）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出资100万元，占合资公司20%的股份。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特别提示:  

1、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投资经董事会审议即可，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着整合资源优势，实现共赢发展的原则，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科创空间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空间”）、启迪虚拟现实（北京）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虚拟现实”）、启迪数字天下（北京）

科技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数字天下”）三方拟共同出资成

立北京科迪双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双加”，最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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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以工商注册为准），负责建立创新创业运营服务平台，并通过此平

台共同开展科技孵化、中小企业加速、众创空间的投资和运营服务业

务。科迪双加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整，科创空间出资 300万元，

持有 60%股权，启迪虚拟现实出资 100 万元，持有 20%股权，启迪数

字天下出资 100万元，持有 20%股权。三方应在科迪双加正式工商注

册完成取得营业执照后 15 日内完成出资。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合作设立公司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 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启迪虚拟现实（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启迪虚拟现实是清华启迪控股集团在虚拟现实（VR）行业领域布

局的重要子公司，是启迪数字天下投资的全资子公司，现旗下运营

VR网和启迪阿加学院两个子品牌，围绕两个子品牌为核心开展业务。 

1、启迪虚拟现实基本信息 

名称 启迪虚拟现实（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91110108MA002YBC99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2 号牡丹创业楼 1 层 3108 室 

法人代表人 刘勇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文艺创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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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市场调查；影视策划；筹备、策划、组织大型庆典；筹备、策

划、组织艺术大赛；电脑动画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文化用品、仪器仪表、日用品、机械设备；计算机技术培

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互联网信息服

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成立日期 2016 年 1 月 6 日 

营业期限 30 年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2、启迪虚拟现实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0.79 771.42 

总负债 1.84 542.43 

净资产 -1.05 228.99 

项目 2016 年 1月-12 月（经审计） 2017 年 1月-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40 260.40 

净利润 -1.05 30.04 

 

（二）启迪数字天下（北京）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启迪数字天下是启迪虚拟现实的投资母体。 

1、启迪数字天下基本信息 

名称 启迪数字天下（北京）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183328813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2 号牡丹创业楼 1315室 

法人代表人 王宣 

注册资本 3061.2245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文艺创作；企业策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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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调查；影视策划；筹备、策划、组织大型庆典；筹备、策划、组

织艺术大赛；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物零售；从事互

联网文化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出版物零售、互联

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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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9日 

营业期限 20 年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2、启迪数字天下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579.98 4450.74 

总负债 269.08 294.78 

净资产 2319.90 4155.96 

项目 2016 年 1月-12 月（经审计） 2017 年 1月-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3.56 1530.60 

净利润 -345.63 100.07 

 

三、投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科迪双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出租办

公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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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以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二）出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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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情况 

认缴出资额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北京科创空间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300万元 取得营业执照

后 15日内 

货币 60% 

启迪虚拟现实（北京）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万元 取得营业执照

后 15日内 

货币 20% 

启迪数字天下（北京）科

技文化有限公司 

100万元 取得营业执照

后 15日内 

货币 20% 

合计 500万元   100% 

（三）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如因

此给另外两方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合作协议》发生争议，首先通过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署地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五）协议生效 

《合作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合作设立科迪双加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科创空间与启迪虚拟现实、启迪数字天下合作设

立科迪双加有利于借助合作各方的优势资源，实现共赢发展，对合作

各方未来的经济效益及可持续性发展起到积极影响。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合作风险：公司将会根据各方约定的条件积极稳步推动上述协议

项目的顺利完成，但是否能够如期实现尚存如下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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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R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市场尚处于行业发展初期，科迪双加

公司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特性等多因素影响，存在市场风险和投资

风险。 

2、VR 已经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技术，各部委也相继

出台各种针对虚拟现实的政策法规。但行业尚处于发展早期，VR 硬

件的不成熟、人才的大量缺失等因素使整个行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新技术需要市场的检验和时间的验证。 

3、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风险应对措施：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的要求，

签署合作协议，对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营

管理等进行明确约定，确保合资公司申立的有序开展。 

公司还将通过加强对行业经济、产业政策的研判，研究策划符合

行业发展的设计方案，准确把握目标客户，创新营销模式等手段，最

大程度降低风险对项目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