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2020-035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和签署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补充协议及相关业绩承诺说明的部分内容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关于签署江西赛

骑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补充协议及相关业绩承诺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0）。经事后核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的部分内容有误，现

对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2019 年年度报告》 

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

资产或项目达到原盈利预测及其原因做出说明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及其对商誉

减值测试的影响 

原文： 

1、2018 年 8 到 2019 年 12 月，江西赛骑实现净利润 921.52 万元，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13 万元，未完成该考核期间业

绩承诺，依照《关于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之

附生效条件协议书》，按净利润计算黄斌需要补偿 861.32 万元，公司选择 16%江

西赛骑股权加现金 254.89 万元补偿方式。 

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2019


更正后： 

1、2018 年 8 到 2019 年 12 月，江西赛骑实现净利润 921.52 万元，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13 万元，未完成该考核期间业

绩承诺，依照《关于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股权之

附生效条件协议书》，按净利润计算黄斌需要补偿 862.73 万元，公司选择 16%江

西赛骑股权加现金 256.80 万元补偿方式。 

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71、信用减值损失 

原文：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1,330,131.46  

合计 -11,330,131.46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1,184,072.43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46,059.03  

合计 -11,330,131.46  

八、合并范围的变化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合并成本及商誉 

原文： 

单位：元 

合并成本 Top Speed (Shanghai) Limited  上海擎速赛事策划有限公司 

--现金 87,109,555.50 19,890,000.00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47,793,269.84 100,768.00 



合并成本合计 134,902,825.34 29,966,802.49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 
24,443,890.85 5,892,769.51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110,458,934.49 24,074,032.98 

更正后： 

单位：元 

合并成本 Top Speed (Shanghai) Limited  上海擎速赛事策划有限公司 

--现金 87,109,555.50 19,890,000.00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47,793,269.84 100,768.00 

合并成本合计 134,902,825.34 29,966,802.49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 
24,443,890.85 5,892,769.51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110,458,934.49 24,074,032.98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企业集团的构成 

原文： 

更正后：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上海赛赛赛车俱乐部

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浦东 文化体育 100.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上海力盛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松江 文化体育 68.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

造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上饶 器械制造 5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上海擎速赛事策划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嘉定 文化体育 5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Top Speed 

(Shanghai)Limited 
香港 香港 文化体育 5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上海赛赛赛车俱乐部

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浦东 文化体育 100.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上海力盛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松江 文化体育 68.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上海天马体育策划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松江 文化体育 100.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广东赛力汽车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肇庆 文化体育  100.00% 设立 

北京中汽联赛车文化

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东城 文化体育 60.00%  设立 

上海优马好盛汽车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自贸区 文化体育 100.00%  设立 

上海盛冠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长宁 文化体育 100.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株洲力盛国际赛车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 湖南株洲 文化体育 60.00%  设立 

广州盛久睿邦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越秀 商务服务 52.00%  设立 

武汉盛博智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蔡甸 商务服务 100.00%  设立 

北京盛浩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北京 北京朝阳 商务服务 51.00%  设立 

浙江金华盛棠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金华 文化体育  100.00% 设立 

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

造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上饶 器械制造 5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上海擎速赛事策划有

限公司 
上海 上海嘉定 文化体育 5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武汉力盛威久体育文

化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江汉 文化体育 60.00%  设立 

Top Speed 

(Shanghai)Limited 
香港 香港 文化体育 51.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5、关联交易情况 

（4）关联担保情况 

原文：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夏青、余朝旭夫妇 35,578,264.96 2019 年 06 月 11 日 2020 年 06 月 10 日 否 

夏青、余朝旭夫妇 19,929,095.45 2019 年 01 月 28 日 2020 年 01 月 27 日 否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更正后：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夏青、余朝旭夫妇 35,578,264.96 2019 年 06 月 11 日 2020 年 06 月 10 日 否 

夏青、余朝旭夫妇 19,929,095.45 2019 年 01 月 28 日 2020 年 01 月 27 日 否 

（二）《关于签署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补充协议及相关业绩承

诺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 

三、业绩承诺情况 

原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2019 年度审计报告》所述：

江西赛骑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8.13 万元，承诺净利润相比，实现率为 59.46%。江西赛

骑未完成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业绩承诺，依照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按

净利润计算黄斌需要补偿 861.32 万元，公司选择 16%江西赛骑股权加现金 254.89

万元补偿方式。 

更正后：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2019 年度审计报告》所述：

江西赛骑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8.13 万元，承诺净利润相比，实现率为 59.46%。江西赛

骑未完成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业绩承诺，依照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按

净利润计算黄斌需要补偿 862.73 万元，公司选择 16%江西赛骑股权加现金 256.80

万元补偿方式。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所涉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加强文件

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