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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7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20-016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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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麦达数字 股票代码 0021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蕾 陈世蓉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新浩 e 都 A 座 2801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新浩 e 都 A 座 2801 

电话 0755-29672878 0755-29672878 

电子信箱 dmb@mindatagroup.com Shirong.Chen@mindata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包括智能硬件和智慧营销两个业务板块，两个业务板块主要产品、服务 

及经营模式如下： 

（1）智能硬件业务 

1）智能终端产品业务 

智能终端产品业务主要系LED智能照明、智能锁具等智能终端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客户提供智能终端产

品解决方案；销售模式分为经销商模式和ODM模式；经营模式主要是按客户订单组织生产和销售，并按合同或订单约定收

取销售款。 

2）智能硬件制造业务 

智能硬件制造业务主要系公司为品牌商提供智能电源、工业控制产品等工业级产品的工程测试、制造、供应链管理等系

列服务；经营模式主要是按客户订单组织材料采购、生产和销售，并按合同或订单约定收取相关服务费用。 

（2）智慧营销业务 

      1）互联网媒体全案营销服务：通过为广告主定位目标受众群体，利用门户、视频、电商、垂直、搜索引擎网站等互联

网媒体（包括PC端与移动端媒体）信息展示、互动等营销模式，帮助广告主获取理想的广告传播效果，并提供广告制作、

投放时期的创意策略服务和广告投放后的效果监测服务，赚取代理服务费用与和媒介返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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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创意策略服务：通过为广告主提供全套市场营销创意策略服务方案，即品牌或产品营销策略服务、创意服务、区域

营销策略规划，并协助广告主对接平面、电视、互联网等全媒体渠道，指导广告主进行营销推广，赚取创意策略服务费用。 

      3）互联网整合营销服务：通过向广告主提供结合广告创意设计及制作、线上投放与线下推广活动于一体的互联网整合

营销服务，赚取创意设计制作费用、线上推广及媒体采购费用、线下活动执行费用等整合营销服务费。 

      4）社会化媒体营销业务服务：通过利用具有社交属性的社会化媒体（如社交论坛、自媒体），向广告主提供包含品牌

社交策略策划、品牌活动策划及执行、品牌自媒体管理、网络意见领袖策略及执行、社交媒体会员管理、社交电子商务、网

络交互活动的设计与技术搭建、舆情监测等、社会化媒体账号的代运营在内的社会化媒体营销服务，赚取营销服务、媒介采

购等费用。 

     5）广告制作服务：通过为广告主提供平面、视频等广告的制作、监制服务，赚取广告制作费用或广告监制费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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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63,029,246.12 
1,035,533,828.

46 

1,035,533,828.

46 
-26.32% 935,965,359.52 935,965,35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7,052,838.24 

-369,515,881.5

6 

-366,655,216.7

5 
123.74% 75,327,297.44 73,497,04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42,552.99 

-435,734,121.5

1 

-479,222,718.9

0 
95.44% 52,124,287.07 50,299,67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1,763,756.44 1,990,048.31 1,989,908.76 1,998.78% 105,311,586.05 105,312,023.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7 -0.6418 -0.6368 123.67% 0.1308 0.12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5 -0.6418 -0.6368 123.63% 0.1304 0.1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 -24.35% -23.88% 30.00% 4.55% 4.3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823,724,951.57 
1,666,917,915.

25 

1,694,208,568.

37 
7.64% 

2,077,610,091.

38 

2,132,330,021.

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27,516,390.09 

1,340,084,937.

00 

1,359,490,350.

68 
5.00% 

1,697,491,328.

94 

1,714,036,077.

8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会计差错更正主要系前期收购的子公司顺为广告、利宣广告的部分应收账款回款资金最终来源于业绩补偿义务人，公司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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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客观事实，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原有的会计处理进行调整，并相应调整前期财务报表。具体详见本报告“第

五节之七、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期收购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达

和投资 70%的出资份额，构成同一控制下合并。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9,819,081.78 196,368,335.10 189,772,655.11 217,069,17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78,885.47 58,573,434.79 23,102,515.35 -49,001,99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2,878.29 653,663.62 1,401,342.04 -24,620,43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31,085.33 -6,796,363.32 29,985,482.85 2,643,551.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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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9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2,98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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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妹 境内自然人 34.30% 198,089,899 160,938,824 质押 98,000,000 

乔昕 境内自然人 11.42% 65,927,032 51,695,274 质押 43,000,000 

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5% 17,613,120 0   

国联证券－南京银行－国联汇

金 4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1% 10,471,500 0   

薛桂香 境内自然人 1.60% 9,214,862 0   

伏虎 境内自然人 0.93% 5,370,000 0   

李和平 境内自然人 0.61% 3,495,900 0   

王栓意 境内自然人 0.52% 3,000,000 0   

李红梅 境内自然人 0.49% 2,823,807 0   

王大鹏 境内自然人 0.42% 2,401,57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乔昕先生与陈亚妹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

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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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613,120 股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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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基于对公司所处行业趋势的判断，智能、数据和技术将会是公司业务未来新的驱动力，公司“智能硬件+智慧营销”双轮

驱动战略也将始终以此为核心，构建核心能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可使用资金约6.2亿元，资产负债率仅为18.95%，公司

现金储备非常充裕，推进战略落地的资源相对丰盈。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规划，稳步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布局和结构调整，

整体经营业绩符合战略预期。 

（1）智能硬件板块 

1）增强研发投入，提升智能硬件产品竞争力 

智能硬件系公司的成熟业务板块，近年来公司非常重视硬件业务板块的研发投入，尤其是智能硬件、智能控制软件等的

研发，提升软硬件结合的核心能力、拓宽产品品类、延伸产业链，是公司智能硬件业务板块正在持续构建的长期竞争力。 

目前公司在智能照明、智能锁具等方面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积累，并已经建立了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专业团

队，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虽同比下滑，但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同比增加1.04%，持续的研发投入确保了公司的产品

能力，也有利于提高硬件产品的整体毛利水平。公司在销的智能照明产品都是公司自主研发，部分热销的系列产品获得了客

户好评；截至报告期末，硬件板块登记的软件著作权超过20项，覆盖调光控制、智能光环境控制等应用场景；报告期内公司

共申请了32项专利，获得了38项专利授权（含前期申请的专利于本报告期内获得授权）。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照明产品以及

自有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帮助公司顺利进入欧洲市场，并在国内市场打开了钱大妈、Family Mart、宝家乡墅等复制性强、需

求空间大的细分领域优质客户，国内新零售、新经济行业的蓬勃发展，为公司硬件业务板块带来了更多机遇。 

报告期内，智能硬件板块旗下核心子公司-实益达工业和无锡益明光电先后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两家企业凭借在硬

件产品规划、研发和制造领域的积累和底蕴，力争抓住全球智能硬件高速发展的机遇，向智能硬件业务领域拓展和延伸，持

续为公司发展提供稳定的业绩支持。 

2）报告期内成功切入EGLO、怡化股份等优质客户，第三季度开始放量，带动下半年经营业绩同比增长 

经过近几年的调整、规划和布局，智能硬件业务板块的经营业绩得以大幅改善，整体毛利率水平基本维持在20%左右的

水平。2019年上半年，因受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硬件业务板块的

收入规模有所下滑，但整体毛利率达到21.76%，业务健康度非常不错。自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硬件业务板块新切入的客

户-欧洲客户EGLO、SSG以及国内客户怡化股份开始规模化量产，带动下半年硬件业务板块的收入规模同比大幅增长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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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智能硬件板块目前的主要客户资质良好，通过与优质客户的合作，公司也能更好地触及先进技术和终端市场，为公司产

品规划、管理等方面带来更好的借鉴。 

3）持续拓展新的产品品类，布局未来业务增长点 

公司自2018年开始就在寻找智能硬件业务产品及服务延伸升级的突破口，公司智能硬件板块除了目前已成熟的智能照

明、智能电源部件之外，也在不断推进如大功率智能电源、智能锁具、传感器等其他智能硬件相关部件的研发工作。报告期

内，公司已经接入金融终端、智能锁具等产品的新客户，并成功进入通讯基站电源客户供应链，该基站电源项目在2020年已

经进入批量量产。未来公司也会继续开拓如TWS耳机等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音响等更多智能终端设备市场，逐步在更多

有市场前景的智能硬件领域复制公司的产品能力，拥抱产业新发展、新变化。 

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与落地，硬件行业快速迈入智能时代，行业的快速变化和迭代升级给公司智

能硬件业务板块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公司会继续深耕智能硬件业务，延伸产业链，构建智能硬件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 

4）合伙人机制效果初步体现，同步发展国内自主品牌产品市场 

公司自2016年末开始大力布局智能照明等智能终端产品以来，公司在智能硬件板块创新实施合伙人机制，采取公司和合

伙人团队共同出资+上市公司平台赋能的模式，经过几年的培育，智能硬件板块聚集了一批优质、稳定的核心团队，在国际

和国内市场均有不错的成绩，这种成功模式公司也会不断复制到其他智能硬件产品领域： 

（1）非美国国际市场开拓进展：公司与引进的合伙人于2016年12月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实益达智能，实益达智能团队

自2017年开始跟踪欧洲市场客户，前期双方一直在磨合产品，其研发的无边框智能灯、智能控制模块等产品线获得了欧洲客

户肯定，基于客户对产品能力的认可，2019年7月来自欧洲市场客户EGLO、SSG的新增订单需求增加明显，2019年下半年已

成为智能硬件板块新增客户主力之一，实益达智能也开始为公司贡献业绩，成为公司合伙人机制落地的成功案例。 

（2）国内市场开拓进展：公司与核心骨干于2018年6月共同投资设立江苏实益达，江苏实益达重点开拓国内新零售、新

经济领域的智能照明市场，发展自有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其研发的自有智能照明系统可以实现场景多元化和个性定

制，支持智能语音音响控制、手机远程控制以及蓝牙连接等模式，对公司打开国内市场助力明显，但因其国内市场开拓尚处

于研发投入和开拓期，短期内国内市场不会成为硬件板块的业绩主要来源，但国内市场需求空间巨大，随着5G、物联网以

及LED照明替代传统照明推进等的落地发展，国内市场有望成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点之一。 

（2）智慧营销板块 

自2019年度以来，受行业结构调整、转型挑战的影响，叠加经济下行、市场预期悲观、客户预算结构变化等大环境因素

影响，公司智慧营销板块业务规模和利润空间被压缩，智慧营销板块的业绩出现下滑。在此背景之下，为保障该业务板块的

长效发展，2019年公司通过梳理三家数字营销公司的现有业务，对三家数字公司的业务结构进行了调整，聚焦各自擅长的业

务领域： 

顺为：控制顺为投放代理业务的风险，挖掘现有品牌客户更多预算潜力，拓展更多高附加值轻创意、策略业务； 

奇思：依托现有汽车行业的创意、策略基盘业务，向其他行业延伸，降低行业单一风险； 

利宣：减少纯投放代理业务比重，聚焦品牌客户的社会化媒体创意需求，增加直客、创意策略类业务比重。 

此外，公司充分利用在投资过程中接触的新机会、新业务、新理念，升级数字营销现有业务，并在部分数字营销子公司

试点开展新业务，帮助数字营销子公司变革现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智慧营销板块仍处于转型升级调整期，经过对三家公司业务结构的调整，三家公司更聚集各自主业，短

期内业绩受到影响，2019年度业绩同比仍下滑，但公司三家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相比去年同期得到改善，业务健康度有所提升。 

随着5G商用落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成熟，数字营销格局正被重塑，营销技术及商业模式正在变革，网红

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沉浸式营销、内容营销等各类新兴营销模式不断涌现。行业变革之际意味着机遇和风险并存，公司

管理层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各类新兴营销技术和模式，未来随着5G信息相关功能落地、前沿科技不断发展，相信将为公司的

数字营销业务尤其是效果营销带来新的机遇。 

（3）投资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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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焦主业，选择更加稳健的投资路径 

产投研是公司战略落地的主要路径，投资职能是公司当前非常重要的职能，围绕公司战略，投资不仅可以布局和锁定优

质标的，也可以带来投资收益和良好的现金回报。公司前期并购三家数字营销公司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和风险，主要源于

跨界并购的性质，但为提升公司的核心能力，公司还会持续通过内生发展和外延布局相结合的方式拓展业务，公司在未来外

延布局时，会吸取本次并购的经验教训，不会再贸然跨界并购，更多会聚焦现有主营业务，围绕主营业务的上下游、周边业

务以及前沿业务延伸布局，对于超出自身能力边界的投资布局会更谨慎。 

公司基于近年来在投资并购中积累的经验，形成了自身投资理念和逻辑，针对有业务协同及战略价值的标的，公司更多会沿

着先投、后控、再并的投资逻辑，逐步完成投资布局。在充分了解标的公司的前提下，逐步加大投资，从而降低并购风险。 

2）2019年度投资布局基本情况 

公司投资的麦盟科技、六度人和，其在报告期内先后完成了新一轮股权融资，引入新的投资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

对其未来价值的充分肯定，有利于麦盟科技和六度人和的长远发展；为降低公司投资风险和最大限度调动团队积极性，报告

期内公司同意北京麦达核心管理团队控制的主体增资子公司北京麦达，有利于北京麦达长远发展；此外，根据公司战略规划，

有效减少关联交易，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购买深圳市晨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深圳市达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出资份额，并完成购买乔昕先生持有的实益达技术8.88%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的产业基金-深圳前海麦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

并在报告期内投资了互联网保险产品推广平台-上海豹云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i云保）等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与深圳市中小担人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三号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投资方向

主要集中于国家、省、市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包括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的项

目以及国内外前沿技术、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等领域，其中重点投向符合深圳市、区政府人才主管部门认可的人才创新创

业企业。 

3）产投协同，智能硬件领域开拓ETC及智慧灯杆市场，营销领域开拓互联网头部客户市场 

公司近年来一直在围绕主营业务做外围投资布局，在投资方面始终秉持“以产定投、以投带产”的原则，力争实现产投协

同。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硬件板块子公司实益达技术与参股公司电明科技达成合作，双方在智慧灯杆、ETC显示屏等业务领

域展开合作。报告期内，公司智慧营销板块子公司顺为广告与参股公司广州舜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业务合作，双方利用

各自的优势服务互联网大客户，目前已有成功的合作案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智慧营销服务 232,890,832.12 35,097,526.15 15.07% -46.25% -60.14% -5.31% 

智能终端产品 349,153,364.40 86,110,725.54 24.66% -11.20% 20.01% 7.33% 

智能硬件制造 152,959,926.97 26,443,805.10 17.29% -20.34% -18.94% 0.4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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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但因受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

入出现下滑。因公司投资的麦盟科技、六度人和在报告期内完成新一轮股权融资，因此增加公司净利润8,196.30万元，导致

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

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

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注三、10。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

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公司未对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

起执行本准则根据要求。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不追溯调整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

本准则。根据要求，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不追溯调整2019年1月1日之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分别经本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19年1月1日递延所得税负债11,985,306.26元。相关调整对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34,387,523.88元，其中盈余公积为188,927.72元，未分配利润为

11,023,442.89元、其他综合收益为23,175,153.27元。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19年1月1日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8,354,810.14元。相关调整对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25,064,430.43元，其中盈余公积为188,927.72元，

未分配利润为1,700,349.45元，其他综合收益为23,175,153.27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有关规定，将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2017年至2019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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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期收购的子公司顺为广告、利宣广告的部分应收账款回款资金最终来源于业绩补偿义务人（简称“回款事项”），公司依

据客观事实，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原有的会计处理进行调整，并相应调整前期财务报表： 

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前年度预计无法收回、回款最终来源于业绩补偿义务人的应收账款，原会计处理为：收到相关回款时

终止确认应收账款；更正后的会计处理为：将最终来源于业绩补偿义务人的应收账款回款确认为担保金，在应收账款预计无

法收回时全额计提减值并核销，并将业绩补偿义务人的担保金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追溯调整后，相应调整2017年初留存收

益0.00元、调减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4,607.50元；    追溯调整后，相应调减2018年初留存收益1,824,607.50

元、调增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64,962.50元。 

1）对麦达数字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产总额 1,666,917,915.25                     1,040,355.00                             1,667,958,270.25  

负债总额 292,427,991.56                        -                                              292,427,991.56        

所有者权益 1,374,489,923.69                     1,040,355.00                            1,375,530,278.69  

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 1,340,084,937.00                      1,040,355.00                            1,341,125,292.00  

少数股东权益 34,404,986.69                           -                                              34,404,986.69          

利润总额 -356,000,813.45                       3,493,850.00                            -352,506,963.45       

所得税费用 11,386,546.85                          628,887.50                              12,015,434.35          

净利润 -367,387,360.30                       2,864,962.50                            -364,522,397.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9,515,881.56                       2,864,962.50                            -366,650,919.06       

少数股东损益 2,128,521.26                             -                                              2,128,521.26           

（续上表） 

报表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产总额 2,077,610,091.38        28,469,492.50 2,106,079,583.88 

负债总额 347,962,664.76          30,294,100.00             378,256,764.76 

所有者权益 1,729,647,426.62        -1,824,607.50 1,727,822,819.12 

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 1,697,491,328.94         -1,824,607.50             1,695,666,721.44         

少数股东权益 32,156,097.68            -                                32,156,097.68            

利润总额 113,166,907.15           -2,432,810.00             110,734,097.15          

所得税费用 34,873,400.68 -608,202.50               34,265,198.18            

净利润 78,293,506.47            -1,824,607.50             76,468,898.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327,297.44            -1,824,607.50              73,502,689.94            

少数股东损益 2,966,209.03              -                                2,966,209.03              

2）上述差错更正对公司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及2019年度净利润的影响：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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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增/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调增/减期初盈余公积 调减/增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回款事项 942,525.00                              97,830.00                                -62,055.00 

合计 942,525.00                              97,830.00                                -62,055.00 

3）对重大资产重组业绩完成情况的影响 

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了顺为广告和利宣广告的财务数据，调整完成后，三家公司业绩承诺与累计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实现 

年度 

指 标 顺为 利宣 奇思 

2015年 净利润 3,067.23 1,174.16 2,805.12 

扣非后净利润 3,066.27 1,155.77 2,806.36 

承诺业绩 2,500.00 1,000.00 1,800.00 

2016年 净利润 3,504.38 1,315.65 2,435.10 

扣非后净利润 3,336.58 1,318.46 2,361.90 

承诺业绩 3,250.00 1,300.00 2,340.00 

2017年 净利润 4,363.48 1,502.27 3,094.20 

扣非后净利润 3,762.15 1,500.24 2,966.17 

承诺业绩 4,225.00 1,690.00 3,042.00 

累计实现业绩 10,165.00 3,971.66 8,133.19 

累计承诺业绩 9,975.00 3,990.00 7,182.00 

累计承诺业绩完成率 101.90% 99.54% 113.24% 

综上，顺为广告、利宣广告、奇思广告2015-2017年三年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101.90%、99.54%、113.24%，顺为

广告和奇思广告超额完成累计业绩承诺。利宣广告由于在会计差错更正后，累计实现业绩未达成承诺。 

由于更正前后收购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差异，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顺为广告及利宣广告均存在需退回

超额奖励的情形，经核算，顺为广告业绩补偿义务人应退回超额奖励25.91万元，利宣广告业绩补偿义务人应退回超额奖励

39.74万元；利宣广告由于更正后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触发补偿条款，经核算，应补偿金额为32.18万

元。 

综上，公司因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预计将收回超额奖励及补偿款合计97.83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均已收到顺为广告及

利宣广告的业绩补偿义务人出具的《承诺函》，承诺将按照以上金额补偿公司。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北京麦达数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公司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合并范围内。 

2）子公司前海实益达受让深圳市晨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达和投资70%的股权，达和投资纳入合并范围。 

3）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取得易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将易智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公司出售深圳益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公司孙公司无锡市益明光电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投资新设无锡益盟进出口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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