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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8          证券简称：数知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4 

 

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品数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数知科技”）于2019

年8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品数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2,000万元收购上海品数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数科技”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 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9年8月7日与品数科技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品陌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室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

梦杰、孙国成（以下简称“交易对方”）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

购协议”），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品数科技100%股权，

本次交易作价为12,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品数科技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

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之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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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品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梦杰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G227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H8530B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 交易对方之二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室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梦杰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G227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H84R0C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3. 交易对方之三基本情况： 

李梦杰先生：身份证号码为310103198304****58，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安龙

路****。  

4. 交易对方之四基本情况： 

孙国成先生：身份证号码为110106196401****39，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芳群

园****。 

本次交易的对象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品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3号楼13185室（上海

泰和经济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 李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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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342413278R 

经营范围 

从事计算机、网络、智能、自动化、信息、数据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服务，大数据服务，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各类广告，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商务信息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美术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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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5年5月19日 

营业期限 至2035年5月18日 

品数科技自2015年成立以来，主营业务为广告媒介代理及移动端整合营销服

务。品数科技从提供广告媒介代理服务出发，逐渐深入拓展至为品牌广告主提供

策划、创意、设计、投放执行的全面移动端解决方案；同时，在媒介代理与整合

营销服务稳健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核心研发团队的技术水平，率先开发建设媒介

资源平台，为品牌广告主提供优质媒体程序化购买的广告投放解决方案。 

2. 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  东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梦杰 100 20%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室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90 18%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品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210 42% 

4 孙国成 100 20% 

 合  计 500 100% 

3. 交易标的财务指标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品数科技资产总额为 7,321.80 万元，负

债总额 4,433.30 万元，净资产额为 2,888.49 万元，2019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8,593.02 万元，净利润 669.14 万元。品数科技近 2 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

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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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 

总资产 8,571.36 9,976.82 7,321.80 

负债 7,287.39 7,742.78 4,433.30 

净资产 1,283.96 2,234.04 2,888.49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11,513.51 13,782.19 8,593.02 

利润总额 612.44 1,224.87 917.75 

净利润 604.15 950.25 669.14 

4. 品数科技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四、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 

(1) 甲方、上市公司、数知科技：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乙方、交易对方： 

乙方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品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二：李梦杰 

乙方三：孙国成 

乙方四：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室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品数科技、标的公司：上海品数科技有限公司 

2. 交易作价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9]

第1-03810号），截至审计基准日，品数科技的净资产为2,888.49万元。根据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1920号），

截至基准日，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13,530.01万元。经数知科技与乙方协商，本次

股权收购中标的股权的最终估值为12,000万元。各方同意，按照确定的标的股权

估值，甲方以总额12,000万元现金收购乙方持有的品数科技500万元出资额，占

品数科技注册资本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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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与补偿 

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值情况，乙方向甲方承诺，品数科技2019年度、2020

年度、2021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者为准）1,800万元、2,250万元以及2,812.5万元。 

乙方承诺，如果品数科技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90%，乙方应按照下列方式向上海品

数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交易对价总额-累计已

补偿现金。 

乙方承诺，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如果品数科技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

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但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90%的，乙方应按照下列

方式向品数科技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应补偿的现金=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累计已补偿现金。 

乙方各方承担业绩补偿的比例为本次交易前乙方各方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

例，即乙方一42%、乙方二20%、乙方三20%及乙方四18%。同时，乙方各方互

相承担连带责任。 

4. 付款方式 

各方同意，甲方分四期向乙方支付本次收购价款，按照协议各方确定的收购

价款，具体进度安排如下：在标的公司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收购总价款的75%，即9,000万元；在标的公司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收购总价款的

8%，即960万元；在标的公司2020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收购总价款的8%，即960万元；在标的公司2021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出具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收购总价款的9%，即1,080

万元。 

5. 过渡期损益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损益由甲方享有和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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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收账款 

乙方应保证品数科技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当期末存在的所有应收账款（截至

当期末已经计提坏账部分不计算在内）应在下一年度末（即2022年12月31日）前

全部收回。如上述应收款未能在约定期限内收回的，乙方应按照本次收购前的持

股比例向上海品数以自有资金补足。 

7. 收购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并在甲方董事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本次股权

收购事宜之日方可生效。若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6个月内，甲方仍未取得董事

会批准，乙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数字营销已成为营销市场的绝对核心驱动力，在互联网

及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2018年数字化继续以汹涌之势影响和改变着整

个营销行业。面对消费者需求越发个性化、触媒碎片化的趋势，数据与技术的发

展越来越快，数字营销方式也不断多样化。在此情形下，数字营销必须运用更丰

富、更智慧、更有效的手段，为广告主切实解决全链路营销问题，智慧营销平台

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营销、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标配。 

标的公司品数科技是一家程序化交易方式与效果转化模型结合的广告技术

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智能化营销平台，基于移动端媒体、OTT智能电视媒体，

在为其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品牌营销解决方案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客

户营销链路中最为迫切的营销效果需求。同时，品数科技积极布局未来企业级营

销软件市场，具备了为客户企业开发自有营销平台及自有数据平台软件的能力，

该平台具有智能优化、智能创意、智能竞价、智能反欺诈等特点。平台引擎支持

触达、CTR、转化、创意优选等多种优化运算逻辑；可提供千人千面个性化创意

推送与自动化优选创意推送服务；通过流量竞争预判机制，根据项目KPI实现自

动智能竞价，提升竞得率，有效控制投放成本；可将异常流量规则融合到广告竞

价功能模块中，基于历史投放表现，当系统判断存在流量来源异常、点击异常等

情况时，系统会自动拒绝参与该流量竞价，确保广告主利益不受损害。同时，品

数科技作为MMA中国区成员，共享MMA反作弊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异常流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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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能力。 

品数科技通过自有智能营销平台及其他头部媒体广告平台，为客户提供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营销策略、投放运营、营销系统平台搭建等服务，助力企业客户

实现数字营销体系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型，为企业提供推广效率提升、投放实效提

升等价值。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与品数科技从资源、技术、产品等各方面进行整合，

助力公司募集资金SSP平台中国区域研发、本地化改造及商用项目落地实施；同

时实现双方在技术、产品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有效互补。公司将完善和延伸产品

线，借助AI行业的发展，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及知识图谱等相关技术，

对数据处理、内容投放以及效果监测等营销关键环节进行赋能，优化投放策略、

增强投放针对性，并将继续深化在智慧营销领域的拓展，形成战略协同与业务互

补，更加深化公司在互联网营销全产业链的布局，保持在智慧营销领域的技术先

进性和市场竞争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品数科技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经营状况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风险提示 

公司已经对本次交易后品数科技未来的经营状况进行了审慎测算并判断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宏观经济运行及产业外部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本次

交易后品数科技仍然存在收益产生时间不确定和实际收益低于预期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关于上海品数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3. 《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品数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1920号）； 

4. 《上海品数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9]第1-03810号）。 

 



 8 

特此公告。 

 

 

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