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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立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金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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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812,692,596.06 7,027,309,687.98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730,521,426.49 5,052,735,150.75 13.4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76,214,824.68 -0.26% 5,647,813,369.86 2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3,323,996.47 28.02% 580,506,226.75 7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5,464,210.47 27.75% 553,614,308.92 9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4,982,786.16 15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84 28.04% 0.6011 7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84 28.04% 0.6011 7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0.24% 10.76% 3.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217.5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870,568.1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5,779,397.78 委托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9,912.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67,804.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9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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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6,891,917.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1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智度德普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25% 379,074,873 375,894,873   

智度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1% 69,633,187 69,633,187 质押 69,633,187 

西藏旭赢百年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48,142,900 0   

上海易晋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43,106,117 43,106,117 质押 28,310,000 

计宏铭 境内自然人 3.96% 38,233,039 36,321,388 质押 28,000,000 

上海今耀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 32,658,882 32,658,882 质押 28,470,000 

李向清 境内自然人 2.49% 24,000,000 0 质押 19,200,000 

深圳市隽川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 20,688,352 20,688,352 质押 16,213,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智恒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17,112,282 17,112,282 质押 17,110,000 

深圳市零零伍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9,176,117 9,176,117 质押 9,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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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藏旭赢百年投资有限公司 48,142,900 人民币普通股 48,142,900 

李向清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86,216 人民币普通股 5,686,216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

证券中国红－汇中 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5,525,339 人民币普通股 5,525,3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国寿瑞安 
3,453,927 人民币普通股 3,453,927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0,00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2,966,341 人民币普通股 2,966,341 

赵兴宝 2,480,290 人民币普通股 2,480,290 

王钧 2,296,055 人民币普通股 2,296,055 

郭旭 2,218,409 人民币普通股 2,218,4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智度集团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智

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一致行动人； 

2、上海易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今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肖燕女士同一控制下的

一致行动人； 

3、除此之外，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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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12,459,335.52 721,124,038.89 40.40% 
主要系公司加强财务管理管控，提升正向经营性现金流量

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1,851,278,617.93 1,380,115,186.11 34.14%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业务有序开展，其中互联网媒体业务及

数字营销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

幅增加。 

短期借款 
    

350,500,000.00  

    

100,000,000.00  
250.50% 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申请的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81,820.00  

      

98,376,638.00  
-99.82% 主要系按照公司资金收支安排，提前归还借款所致。 

预付款项 261,904,781.61 183,795,556.12 42.50%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预付的媒介采购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315,175,633.90  

    

254,802,809.52  
23.6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金融业务有序开展，发放的贷

款余额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77,000,000.00 53,000,000.00 45.28% 主要系新增投资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1,877,495.86  

    

105,923,796.27  
-41.58% 主要系报告时点薪酬、奖金已发放所致。 

营业收入 5,647,813,369.86 4,425,551,270.94 27.6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业务有序开展，其中互联网媒体业务及

数字营销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

幅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678,242,041.66 3,860,426,222.85 21.18% 
主要系报告期互联网媒体业务及数字营销业务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营业成本同比营业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62,091,268.38 118,358,709.67 36.95%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业绩大幅增长，相应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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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79,227,668.26 41,626,954.68 90.33%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业绩大幅增长，相应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277,968.46 12,502,953.76 126.17% 按照公司会计政策，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61,324,577.31 7,895,368.60 676.72%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利润总额增长，相应税费支出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4,982,786.16 -236,217,072.18 152.91% 

主要系报告期内互联网业务大幅增长，公司加强财务管理

管控，优化、提升经营性现金流的正向调整。报告期内互

金业务处于业务拓展期，放款业务支出增加，导致互金业

务经营性现金净流出约 1.02 亿元，互金业务以外的互联网

媒体及数字营销业务等产生经营性现金净流入约为 2.28 亿

元。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029,830.13 508,011,874.77 -87.00% 

主要系报告期较上期同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大幅减少，及 6

月 30 日前完成了支付 spigot 股权收购对价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8,821,589.36 365,356,529.31 -23.6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保函保证金，偿还债务及归还关

联方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487,815,296.63 634,040,712.07 -23.06% 

主要系上述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8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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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8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关联方无偿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8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2018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 
2018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07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保险经纪公司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进展公告 
2018 年 07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

展公告 
2018 年 07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2018 年 07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补充公

告 
2018 年 07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 年 07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 
2018 年 08 月 0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智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进展公告 
2018 年 08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2018 年 08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 年 08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 
2018 年 08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0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进展公告 
2018 年 09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解除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

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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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上海今耀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上海易晋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隽

川科技有

限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猎鹰网络各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智度投资新增股份，自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并承诺在上述法

定限售期满后履行以下分期解锁义务：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届满后且标的公司完成本公司相应 2015年度至 2018年度的业

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8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本公司可解

锁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股

份数)的 30%；前述关于"标的公司完成其相应 2015 年度至 2018 年度

的业绩承诺"包括了其实现了承诺的业绩以及未实现承诺业绩但补偿

义务人承担了补偿责任的两种情形，并在第二种情形下，可解锁的股

份为股份补偿后业绩承诺人所持智度投资股份总数(需减去已用于业

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30%，以下类同；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

八个月届满后，本公司可解锁其持有的全部(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

的股份数)的 50%；I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后，本公

司可解锁其他全部未解锁部分股份。 

2016

年 05

月 18

日 

5 年 履行中 

拉萨经济

技术开发

区智恒咨

询有限公

司;刘伟;

潘耀坚;上

海翌卓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

圳市前海

信中鼎股

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昱烽

晟泰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张丽

芬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公司/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智度投资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并承诺在上述法定限

售期满后履行以下分期解锁义务：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届满后且标的公司完成本公司相应 2015年度至 2018年度的业绩承

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8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

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本公司/本人可解

锁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股

份数)的 30%；前述关于"标的公司完成其相应 2015 年度至 2018 年度

的业绩承诺"包括了其实现了承诺的业绩以及未实现承诺业绩但补偿

义务人承担了补偿责任的两种情形，并在第二种情形下，可解锁的股

份为股份补偿后业绩承诺人所持智度投资股份总数(需减去已用于业

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30%，以下类同；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

八个月届满后，本公司/本人可解锁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

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0%；I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

后，本公司/本人可解锁其他全部未解锁部分股份；2、如截至本公司

/本人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本公司/本人用于认购股份的猎鹰网络

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超过十二个月，则本公司/本人相应取得

的股份，调整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

让。相应在法定限售期满后履行以下分期解锁义务： I.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后且标的公司完成其相应 2015 年度、2016 年

度的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6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本公司/本人可解锁其持有的全

2016

年 05

月 18

日 

5 年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猎

鹰网络完成

其业绩承诺，

实现净利润

分别为人民

币 9435.61 万

元、12,107.50

万元和

15,983.75 万

元。根据承

诺，截止 2018

年 5 月 18 日，

新增股份上

市满 24个月，

张丽芬解锁

其持有 5%的

股份；此外，

其他承诺仍

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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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II.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后且标的公司完成其相应 2017 年度的业绩承

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7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

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本公司/本人可解锁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

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III.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届满后且标的公司完成其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

师出具 2018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

试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本公司/本人可解锁其持有的全部

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数)的 20%；

IV.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届满后，本公司/本人可解锁其

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0%；V.自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后，本公司/本人可解锁其他全部未解

锁部分股份。 

深圳市锋

行天下科

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

红煌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来

玩科技有

限公司;深

圳市零零

伍科技有

限公司;深

圳市前海

新合力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

圳市永兴

正科技有

限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智度投资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如截至本公司取得本次发

行的股份时，本公司用于认购股份的猎鹰网络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已超过十二个月，则本公司相应取得的股份，调整为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2、本公司本应承担的分

期锁定义务由上海易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今耀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深圳市隽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如上海易晋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今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隽川科技有限公司所持全部

可解锁股份足以全额承担本公司上述分期锁定义务的前提下，本公司

的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如上海易晋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今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隽川科技有限公司承

担补偿义务后所持有的全部股份不足以全额承担本公司的分期锁定

义务，对于差额部分，由本公司按照其在标的资产中的相对持股比例

自行承担相应的分期锁定义务。 

2016

年 05

月 18

日 

5 年 履行中 

计宏铭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智度投资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2、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为保证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实现，本人同意自法定限售期届

满后按照如下方式分期解锁转让本次交易取得的智度投资股份：（1）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标的公司完成其相应 2015 年

度、2016 年度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6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

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2）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标的公司履行了其至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7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

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3）自新增股

2016

年 05

月 18

日 

5 年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智

度亦复完成

其业绩承诺，

实现净利润

分别为人民

币 3537.92 万

元、4654.06

万元和

6,324.03 万

元。根据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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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标的公司履行了其至 2018 年度的

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8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

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20%。（4）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届满，可转让或交易不

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0%。

（5）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可转让或交易其他全部

未解锁部分股份。3、本人在转让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智度投资股份时，

如担任智度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其减持股份数量还应遵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 

铭所做承诺，

截止2018年5

月 18 日，新

增股份满 24

个月，计宏铭

解锁其持有

的 5%的股

份；此外，其

他承诺仍在

履行中。 

北京智度

德普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上海

亦复壹投

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智度投资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2、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为保证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实现，本企业同意自法定限

售期届满后按照如下方式分期解锁本次交易取得的智度投资股份：

（1）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标的公司完成其相应

2015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8 年度标

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

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30%。（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

届满，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

偿的股份数)的 50%。（3）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可

转让或交易其他全部未解锁部分股份。3、如截至本企业取得本次发

行的股份时，本企业用于认购股份的猎鹰网络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已超过十二个月，则本企业相应取得的股份，调整为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在法定限售期届满后，将

按照以下分期解锁方式履行：（1）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届

满且标的公司完成其相应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业绩承诺，在注册会

计师出具 2016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

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

且标的公司履行了其至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7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

起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

股份数)的 5%。 （3）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标

的公司履行了其至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在注册会计师出具 2018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

告后 30 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

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20%。（4）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

八个月届满，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需减去已用于

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的 50%。 （5）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

届满，可转让或交易其他全部未解锁部分股份。 

2016

年 05

月 18

日 

5 年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智

度亦复完成

其业绩承诺，

实现净利润

分别为人民

币 3537.92 万

元、4654.06

万元和

6,324.03 万

元。根据亦复

壹所做承诺，

截止2018年5

月 18 日，新

增股份满 24

个月，亦复壹

解锁其持有

的 5%的股

份；此外，其

他承诺仍在

履行中。 

罗川;缪志

坚;徐锋;

股份

限售

一、如截至本人取得智度投资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本人用于认购股份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则本人相应取得的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如截至本

2016

年 05

月 18

5 年 

根据承诺，截

止 2018 年 5

月 18 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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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聪 承诺 人取得智度投资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本人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已超过十二个月，则本人相应取得的股份，自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二、在上述锁定期的基

础上，为保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实现，本人

同意自法定限售期届满后按照如下方式分期解锁本次交易取得的智

度投资股份：1、法定锁定期为十二个月的部分，自法定限售期届满

后按照以下方式解锁：（1）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解

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5%；（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

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5%；（3）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20%；（4）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50%；（5）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

届满部分的未解锁部分。2、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的部分，自法定限

售期届满后按照以下方式解锁：（1）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30%；（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四十八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50%；（3）自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未解

锁部分。三、如本人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 12 个月，则可参照限售期为 12 个月的安排相

应调整法定限售期和分期解锁期。四、本人在转让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智度投资股份时，如担任智度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其减持

股份数量还应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 

日 增股份上市

满 24 个月可

解锁袁聪/罗

川所持有的

5%的股份；此

外，其他承诺

仍在履行中。 

北京盈聚

思成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股份

限售

承诺 

一、如截至本企业取得智度投资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本企业用于认购

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则本企业相应取得的

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如

截至本企业取得智度投资本次发行的股份时，本企业用于认购股份的

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超过十二个月，则本企业相应取得的股

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二、在

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为保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

诺的实现，本企业同意自法定限售期届满后按照如下方式分期解锁本

次交易取得 1、法定锁定期为十二个月的部分，自法定限售期届满后

按照以下方式解锁（1）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分别

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5%；（2）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

四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5%；（3）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20%；（4）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

的 50%；（5）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

限届满部分的未解锁部分。2、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的部分，自法定

限售期届满后按照以下方式解锁：（1）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30%；（2）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分的 50%；（3）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届满，解锁法定锁定期限届满部三、如

其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已满 12 个月，则可参照限售期为 12 个月的安排相应调整法定限售期

2016

年 05

月 18

日 

5 年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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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期解锁期。 

北京智度

德普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智度

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本次认购的智度投资非公开发行之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本次认购的智度投资新股自限售期届满后按照

以下方式解锁：（1）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解

锁限售期届满部分的 30%；（2）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届

满，解锁限售期限届满部分的 50%；（3）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六十

个月届满，解锁限售期限届满部分的未解锁部分。 

2016

年 05

月 18

日 

5 年 履行中 

其他

对公

司中

小股

东所

作承

诺 

智度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

同业

竞争、

关联

交易、

资金

占用

方面

的承

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福建智度科技有限公

司现时与智度股份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2、如果未来本企业控制

的福建智度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与智度股份构成同业竞

争，智度股份可根据公司自身的业务需求，对该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具体安排如下：（1）智度股份拥有收购福建智度及其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的权利。鉴于竞业禁止的要求，为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智度股份有权要求收购福建智度及其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智度集团将同意或促使智度股份的该等收购。届时，智

度股份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若不实施收购，自放弃收购之日起，智度

集团同意在 12 个月以内将实际拥有的（含直接或间接）福建智度及

其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予以出让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置。（2）

智度股份收购福建智度及其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的条件。智度

集团同意，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 18 个月内，智度股份有权启动收

购福建智度及其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的相关程序：①福建智度

收购 91iOS 业务的所有交割手续完成；②福建智度收购 91iOS 业务

后的运营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并实现盈利；③福建智度及其附属公司拥

有的 91iOS 业务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规定的重大不合

规情形，收购福建智度及其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也不违反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3）智度股份收

购福建智度及其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的方式。双方协商，在作

价合理的基础之上，智度集团将全力配合智度股份以现金购买或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且批

准的收购方式进行上述业务的收购。（4）智度股份收购福建智度及其

附属公司拥有的 91iOS 业务定价原则。由智度股份聘请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交易资产进行整体

评估，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参考，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2016

年 09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中 

承诺

是否

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4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6,500 66,500 0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36,800 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2,554.8 12,554.8 0 

合计 115,854.8 79,054.8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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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立仁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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