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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业绩考核与激励协议》有关公告的补充公告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码科技”、“本公司”或“公司”）

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开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股权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9），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公开披露了《数码科技关于签订子公司业绩

考核与激励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为了帮助广大投

资者更加清楚地了解有关信息，现作出如下补充： 

一、增加《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后，较原协议发生的变化情况 

项目 考核对象 考核指标 指标数值 股权回报 定价依据 

针对视讯技术公司董事长

闫丽红控制的合伙企业的

考核与股权回报方案 

骏业同辉 

红图同晟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针对核心员工团队持股平

台北京长丰云帆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的考核与股

权回报方案 

长丰云帆 营业利润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针对新设立的核心员工团

队持股平台北京星熠同辉

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

考核与股权回报方案 

星熠同辉 营业利润 有变化 有变化 有变化 

二、增加《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后的完整方案 

1、针对视讯技术公司董事长闫丽红控制的合伙企业的股权回报方案 

（1）业绩考核目标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利润（万元） 

2020 年 15000 2000 

2021 年 25000 3500 

2022 年 30000 5000 

2023 年 35000 5500 

合计 105000 16000 

注：当年若发生资本化的费用，需将当年资本化的金额调整为当年的期间费

用进行核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079                      证券简称：数码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8 

2 
 

（2）目标达成的股权回报方案 

根据协议约定的考核成绩计算方式（涉及收入完成率、利润完成率及根据收

入完成率划定的考核系数）及结果，目标（分等级）达成的情况下，本公司愿意

接受被考核人控制的合伙企业骏业同辉及红图同晟合计向子公司视讯技术增资

的最大额度如下： 

年度 接受最大增资额（万元） 

2020 年考核达标 200 

2021 年考核达标 300 

2022 年考核达标 300 

2023 年考核达标 300 

累计 1100 

如果被考核人在四年考核期内累计完成的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额大于等于

前述四年的目标总和，股权回报方案可按累计额度执行，提前完成则提前执行。 

增资款来源于被考核人的自有资金，增资款用于实缴注册资本，各股东股权

占比随之发生变动。 

2、针对核心员工团队持股平台北京长丰云帆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股权

回报方案 

（1）业绩考核目标 

年度 营业利润（万元） 

2020 年 2000 

2021 年 3500 

2020 年~2022 年 ≥5500 

注：当年若发生资本化的费用，需将当年资本化的金额调整为当年的期间费

用进行核算。 

（2）目标达成的股权回报方案 

年度 转让或接受最大增资额（万元） 

2020 年利润考核达标 

数码科技向长丰云帆转让2019年前已实缴的400万元注册

资金所对应的股权，转让定价以《资产评估报告》（国融

兴华评报字【2019】第 030052 号）为依据，以总估值水平

溢价至 5000 万元进行交易，转让价格为 400 万元。 

2021 年利润考核达标 以当期实缴的注册资本为估值，接受最大增资额 300 万元。 

2020 年~2022 年利润考核达标 

如果被考核方在上述三年考核期内累计完成的利润额大于

等于前述两年的目标总额和，股权回报方案仍可执行，提

前完成则提前执行。 

3、针对新设立的核心员工团队持股平台北京星熠同辉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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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业绩考核目标 

年度 营业利润（万元） 

2020 年 2200≤利润＜2400；2400≤利润＜2600；2600≤利润 

2021 年 3500 

2020 年~2022 年 ≥5700 

注：当年若发生资本化的费用，需将当年资本化的金额调整为当年的期间费

用进行核算。 

（2）目标达成的股权回报方案 

年度利润达标情况 转让股权数量 

2200 万元≤2020 年度营业利润＜

2400 万元 

转让本公司已经实缴的 100 万元注册资本所对

应的视讯技术股权 

2400 万元≤2020 年度营业利润＜

2600 万元 

转让本公司已经实缴的 130 万元注册资本所对

应的视讯技术股权 

2020 年度营业利润≥2600 万元 
转让本公司已经实缴的 160 万元注册资本所对

应的视讯技术股权 

2021 年度营业利润考核达标 
转让本公司已经实缴的 160 万元注册资本所对

应的视讯技术股权 

2020 年~2022 年度营业利润考核达

标 

如果被考核方在上述三年考核期内累计完成的

利润额大于等于前述两年的目标总和（最低目标

值），股权回报方案仍可（分级）执行。 

注：上表中股权转让价格依据经审计的视讯技术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及评估

价值确定。 

三、交易前后股权占比变化 

根据前述考核目标最终完成情况，测算的子公司视讯技术前后股权占比变化

如下： 

A）按照公司达成 2020 年营业利润目标且超额比例达到 10%但不足 20%目

标的最低值预计，具体占比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考核实施前 考核完成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占比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占比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00 50.88% 2240 31.55% 

北京长丰云帆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00 5.26% 1000 14.08% 

北京骏业同辉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000 17.54% 1600 22.54% 

北京红图同晟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800 14.04% 1300 18.31% 

杨素红 700 12.28% 700 9.86% 

北京星熠同辉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0 0 260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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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考核实施前 考核完成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占比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占比 

合计 5700 100% 7100 100.00% 

B） 按照公司达成 2020 年营业利润目标且超额比例达到 30%的最高值预计，

具体占比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考核实施前 考核完成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占比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占比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00 50.88% 2180 30.70% 

北京长丰云帆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00 5.26% 1000 14.08% 

北京骏业同辉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000 17.54% 1600 22.54% 

北京红图同晟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800 14.04% 1300 18.31% 

杨素红 700 12.28% 700 9.86% 

北京星熠同辉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0 0 320 4.51% 

合计 5700 100% 7100 100.00% 

四、子公司业绩考核及股权回报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更好地整合资源、促进子公司业务做大做强，有助于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有关协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本公司将根据方案实际落实情况及会计准则、审计机构意见等规范处理有关

财务会计事宜，预计不涉及股份支付费用。 

如该子公司考核期内业绩达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可能因执行协议中约定的

股权回报方案而发生变化，本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和监管规定及时披露有关变

动。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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