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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2         证券简称：佳云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2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和《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部分公告内容有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2018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概述”部

分相关数据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第三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 1、报

告期经营情况简介”部分相关数据 

更正前： 

2、按照终端类型分别计算不同业务类别的收入金额： 

金额：元 

类别 收入金额 占收入金额比例 

移动端 应用商店 2,969,098,232.89 52.96% 

程序化购买 936,888,701.53 16.71% 

搜索引擎营销 831,639,317.22 14.84% 

其他业务 868,375,420.77 15.49% 

合计 5,606,001,672.41 100.00% 

更正后： 

2、按照终端类型分别计算不同业务类别的收入金额： 

金额：元 

类别 收入金额 占收入金额比例 

移动端 应用商店 2,969,098,232.89 52.96% 

搜索引擎营销 936,888,701.53 16.71% 

程序化购买 831,639,317.22 14.8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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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 868,375,420.77 15.49% 

合计 5,606,001,672.41 100.00% 

二、《2018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

分析之 2、收入与成本”部分相关数据 

更正前：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438,817,063.92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5.65%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 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客户 864,439,640.05 15.41% 

2 第二名 客户 196,327,352.70 3.50% 

3 第三名 客户 130,770,011.65 2.33% 

4 第四名 客户 126,150,625.23 2.25% 

5 第五名 客户 121,129,434.29 2.16% 

合计 -- 1,438,817,063.92 25.65%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3,611,636,520.2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7.35%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0.00% 

公司前 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供应商 1,350,773,029.35 25.19% 

2 第二名 供应商 735,755,057.95 13.72% 

3 第三名 供应商 592,594,578.46 11.05% 

4 第四名 供应商 542,949,305.52 10.13% 

5 第五名 供应商 389,564,549.00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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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3,611,636,520.28 67.35%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481,895,897.49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6.41%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 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客户  864,104,496.88  15.40% 

2 第二名 客户  196,327,352.70  3.50% 

3 第三名 客户  164,936,571.45  2.94% 

4 第四名 客户  135,311,762.64  2.41% 

5 第五名 客户  121,215,713.82  2.16% 

合计 --  1,481,895,897.49  26.41%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4,087,988,842.3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76.24%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0.00% 

公司前 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供应商 1,364,848,905.08 25.45% 

2 第二名 供应商 1,278,714,903.09 23.85% 

3 第三名 供应商 592,594,578.46 11.05% 

4 第四名 供应商  462,265,906.75  8.62% 

5 第五名 供应商  389,564,549.00  7.27% 

合计 -- 4,087,988,842.38 76.24%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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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三、《2018 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 22、商誉”部分相关数据及《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第六节合并财

务报表项目注释之 11、商誉”部分相关数据 

更正前： 

③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商誉资产组 
资产组 微赢互动 

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100.00% 

A.账面价值 

a.对应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原账面价值 31,432,718.28 

b.商誉账面价值 800,425,625.96 

合计= a+b 831,858,344.24 

B.可收回金额 

a.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477,400.00 

b.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 

c.可收回金额取 a和 b中较高者 477,400.00 

C.商誉减值金额 800,425,625.96 

商誉减值过程、关键参数：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根据被评估资产的寿命期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经营净现金

流量的现值和被评估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净额两者之间较

高者确定。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后微赢互动主营业务经

营性资产形成的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净额为 47.74 万元，

则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47.74 万元。 

资产组公允价值确定： 

资产类别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 670,805.35  527,378.70  

长期待摊费用 1,794.17  -  

无形资产 172,996.76  - 

合计 845,596.28  527,378.70  

处置费用的确定：处置费用确认为资产公允价值的 0.75%，再加相关的中介

费用。 

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可收回金额=资产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47.74（万元） 

④北京多彩互动广告有限公司商誉资产组 

资产组 多彩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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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80.00% 

A.账面价值 

a.对应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原账面价值 1,578,838.62 

b.商誉账面价值 10,695,102.70 

合计= a+b 12,273,941.32 

B.可收回金额 

a.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1,551,879,400.00 

b.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551,879,400.00 

c.可收回金额取 a和 b中较高者 1,551,879,400.00 

C.商誉减值金额 - 

多彩互动业绩稳步发展中，且经过评估机构评估结论，所以商誉不减值。 

更正后： 

③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商誉资产组 
资产组 微赢互动 

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100.00% 

A.账面价值 

a.对应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原账面价值 31,432,718.28 

b.商誉账面价值 800,425,625.96 

合计= a+b 831,858,344.24 

B.可收回金额 

a.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477,400.00 

b.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 

c.可收回金额取 a和 b中较高者 477,400.00 

C.商誉减值金额 800,425,625.96 

商誉减值过程、关键参数：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根据被评估资产的寿命期内可以预计的未来经营净现金

流量的现值和被评估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净额两者之间较

高者确定。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后微赢互动主营业务经

营性资产形成的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净额为 47.74 万元，

则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47.74 万元。 

资产组公允价值确定： 

资产类别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 527,378.70  

长期待摊费用 0  

无形资产 0 

合计 527,378.70  

处置费用的确定：处置费用确认为资产公允价值的 0.75%，再加相关的中介

费用。 



 

 
6 

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可收回金额=资产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47.74（万元） 

④北京多彩互动广告有限公司商誉资产组 

资产组 多彩互动 

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80.00% 

A.账面价值 

a.对应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原账面价值 1,578,838.62 

b.商誉账面价值 10,695,102.70 

合计= a+b 12,273,941.32 

B.可收回金额 

a.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1,551,879,400.00 

b.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547,744,100.00 

c.可收回金额取 a和 b中较高者 1,551,879,400.00 

C.商誉减值金额 - 

多彩互动业绩稳步发展中，且经过评估机构评估结论，所以商誉不减值。 

四、《2018 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 48、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相关数据 

更正前： 

48、其他综合收益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所得

税前发生

额 

减：前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当期转入损益 

减：所得税

费用 

税后归属

于母公司 

税后归属

于少数股

东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4,746,366.69 

-5,132,282.

82 
 -816,613.50 

-4,315,669.

32 
 

-9,062,03

6.0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4,746,366.69 

-5,132,282.

82 
 -816,613.50 

-4,627,476.

50 
 

-9,062,03

6.01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92,791.69 311,807.18   311,807.18  19,015.49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4,746,366.69 
-5,132,282.

82 
 -816,613.50 

-4,315,669.

32 
 

-9,062,03

6.01 

更正后： 

48、其他综合收益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所得

税前发生

减：前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减：所得税

费用 

税后归属

于母公司 

税后归属

于少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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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当期转入损益 东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4,746,366.69 

-5,132,282.

82 
 -816,613.50 

-4,315,669.

32 
 

-9,062,03

6.0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4,453,575.00 

-5,444,090.

00 
 -816,613.50 

-4,627,476.

50 
 

-9,081,05

1.50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92,791.69 311,807.18   311,807.18  19,015.49 

其他综合收益合计 -4,746,366.69 
-5,132,282.

82 
 -816,613.50 

-4,315,669.

32 
 

-9,062,03

6.01 

五、《2018 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之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部分相关数据及《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第七

节、合并范围的变更之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部分相关数据 

更正前：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 元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

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北京多彩互

动广告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0,800,000.0

0 
80.00% 现金 

2018 年 01 月

01 日 

控制权发生

转移 

3,946,139,05

2.94 

35,952,612.4

0 

深圳华腾时

代科技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00 100.00% 现金 

2018 年 01 月

01 日 

控制权发生

转移 

529,415,547.

77 
-7,634,530.95 

其他说明： 

注：北京多彩为子公司金源互动并购取得之孙公司，华腾时代为子公司云时空并购取得之孙公司。 

更正后：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 元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

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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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彩互

动广告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0,800,000.0

0 
80.00% 现金 

2018 年 01 月

01 日 

控制权发生

转移 

3,946,139,05

2.94 

35,952,612.4

0 

深圳华腾时

代科技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00 100.00% 现金 

2018 年 01 月

01 日 

控制权发生

转移 

529,415,547.

77 
-8,142,427.17 

其他说明： 

注：北京多彩为子公司金源互动并购取得之孙公司，华腾时代为子公司云时空并购取得之孙公司。 

六、《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第十六节、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

释之 2、长期股权投资”部分相关数据 

更正前： 

2.长期股权投资 

（2）对子公司投资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北京金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417,200,000.00 - - 417,200,000.00 - - 

深圳市云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375,015,269.08 47,836,066.00 - 422,851,335.08 303,710,978.56 303,710,978.56 

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08,000,000.00 - - 1,008,000,000.00 720,548,363.52 720,552,363.52 

广州市明家防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00 - - 10,000,000.00 - 3,345,179.59 

明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33,072,200.00 - - 33,072,200.00 - - 

合计 

1,843,287,469.08 47,836,066.00 

- 

1,891,123,535.08 

1,024,259,342.08 1,027,608,521.6

7 

 

更正后： 

2.长期股权投资 

（2）对子公司投资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北京金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417,200,000.00 - - 417,200,000.00 - - 

深圳市云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375,015,269.08 47,836,066.00 - 422,851,335.08 303,710,978.56 303,710,978.56 

北京微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08,000,000.00 - - 1,008,000,000.00 720,548,363.52 720,548,3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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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 

年末余额 

广州市明家防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00 - - 10,000,000.00 - 3,345,179.59 

明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33,072,200.00 - - 33,072,200.00 - - 

合计 1,843,287,469.08 47,836,066.00 - 1,891,123,535.08 1,024,259,342.08 1,027,604,521.67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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