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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42 公司简称：中昌数据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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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
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监事洪杰以外均保证年
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监事洪杰先生未出席监事会，未对相关议案和报告发表意
见。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9 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 -51,365,774.74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931,
134,107.08 元，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昌数据 600242 中昌海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厉群南 兰野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8号 11楼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8号 11
楼

电话 021-31773723 021-31773723

电子信箱 investor@zhongchangdata.com investor@zhongchangdat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主要为国内数字化营销及国外数字化营销。
1、博雅科技
（1）营销托管
数字媒体广告主要是广告主通过互联网媒体、 智能手机来进行推广的方式，和

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更加注重广告效果。 数字媒体主要针对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个人电脑人群的精准营销。 数字媒体根据用户的日常浏览行为、搜索关键词广
告信息等内容进行人群定向，让广告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给合适的人群。

广告主提出互联网媒体广告需求后，博雅科技代其进行账户开立，并为其提供
在数字媒体平台的营销账户的管理服务，具体包括：媒体选择、优化模型、预算分
配、账户重组 / 扩展以及下单执行等服务。 博雅科技通过对互联网媒体广告进行选
择优化、投放渠道管理、质量度优化等，最终实现广告精准展示、品牌曝光。

（2）大数据营销软件
博雅科技大数据营销软件“业绩大师”，主要通过打通各种营销渠道、客户转化、

客户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实现“营”和“销”的数据流、信息流的整合，开发出中国首
批大数据客户生命周期管理系统(Customer� Life� Management� System)。该款软件有效
帮助企业实现营销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

（3）营销服务
是指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基于营销、数据的专业的服务解决方

案，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类别：
①搜索营销服务（简称 SEM）：博雅科技独创的优化 7 步法，包括为客户提供营

销定位、精准托词、智能分组、吸精创意、时效匹配、敏捷竞价、科学优化等。
②数据服务（简称 DS）：依托博雅科技的大数据能力，为谷歌、百度、腾讯、阿里

等平台级企业和人工智能高科技公司提供搜索优化、 算法训练、 智能机器人训练、
自然语言分析、精准营销、多类型数据审核等全系列数据服务。

③网络公关（简称 EPR）：立足博雅科技 2008 年成立至今所积累的 SMO（社化
媒体优化）经验，结合品牌企业的营销需求，帮助传统品牌企业、互联网创新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更好的进行品牌宣传，提升 PR（公关）效果，最终实现在
线营销 ROI（投资回报率）的提升。

④SMO（Search� Media� Optimization）搜索媒体优化：基于搜索的口碑营销，通过
网站优化 seo、舆情维护、品牌内容植入，通过多层次口碑内容策划、创建、提升品牌
在网络中的美誉度，打造品牌良好形象。

⑤SMC（Social� Media� Center）社会化媒体营销中心：以原生内容为核心，依托博
雅科技强大的媒体资源和技术支持，通过事件营销、ip 营销、短视频营销以及精准
的品牌口碑营销，让品牌成为热点事件，打造良好品牌口碑。

⑥IMC（Integrated� Marketing� Center）整合营销：作为大数据智能营销领导者，博
雅科技建立了天罡 DSP，独创“DMP+ 移动 DSP”投放模式。 对接国内外多个个广告
交易平台（AdExchange），实现覆盖全球的基于“人群定向”的广告投放；并创立了属
于自己的一站式服务流程，针对投放的每一个环节都对自己做出了高要求：消费者
洞察、方案建议、投放优化、数据洞察和经验总结。

2、云克科技
（1）精准营销服务
精准营销服务是云克科技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对互联网用户的网络浏览

行为进行跟踪分析，从而根据分析结果对互联网用户进行精准识别，准确、高效、经
济地为广告主在搜索引擎媒体及移动媒体等平台上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同时向特
定用户推送需求度较高的商品和服务。

云克科技精准营销服务以 CPC 计费模式为主，具有用户可知、投放可控、效果
可知的特点，使客户更直观了解广告投放的 ROI（投资回报率）。 云克科技在提高广
告投放效果的同时，根据投放媒体平台的不同特质，为客户提供综合的搭配与优化
建议，以及媒体投放效果监测服务。

（2）效果营销服务
效果营销是根据广告主的要求，通过在移动互联网网站、移动浏览器、移动应用

市场、APP 客户端等移动数字媒体以及搜索引擎媒体等多种媒体渠道投放广告，面
向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用户，实现 APP 下载、注册、安装、激活或购买行
为的营销方式。

云克科技效果营销服务业务以 CPA 或 CPI 计费模式为主， 以 APP 的下载、注
册、安装、激活或购买数量为效果导向，通过整合多种媒体渠道，为广告主在 Andriod
和 iOS 平台上提升用户使用数量。

（3）品牌广告服务
品牌广告是以对商品和企业形象的分析为基础，制定针对性的品牌形象广告投

放策略，让投放营销策略与客户品牌形象和企业形象相符，通过云克科技合作优势
移动媒体渠道提供的众多优质展示类广告资源进行品牌广告投放，帮助客户提升品
牌形象，并使消费者对客户品牌产生信赖。

云克科技品牌广告服务业务以 CPT 或 CPM 等计费模式为主，为广告主制定展
示策略及展示内容，在媒体广告位进行品牌展示及品牌曝光，提升消费者对客户品
牌的依赖度。

（二）博雅科技及云克科技主要经营模式
（1）博雅科技采购、销售等经营模式
A.采购模式
博雅科技采购模式主要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为“以销定采”形式。 一旦和客户确定了合作，博雅科技根据合作的协

议向对应媒体下单。 媒体形式、广告时间段、推广地域等和广告主签订的协议基本
一致。

另一种方式为“媒体包断”的形式，博雅科技和数字媒体洽谈，以一定的价格买
断广告资源。

B.销售模式
博雅科技的销售模式主要为建立专门开拓新客户的顾问式销售团队， 通过电

话、互联网推广等方式与有数字媒体广告需求的广告主进行意向洽谈，或者在已有
的营销托管业务客户中，发掘新的服务机会。

（2）云克科技采购、销售等经营模式
A.采购模式
云克科技主要采购模式为以销定采和以采定销两种模式。以销定采模式下云克

科技根据销售合同采购一定期间内的特定媒体资源。 以采定销模式下，针对部分优
质或者有潜力的媒体，云克科技处于抢占流量入口，保证广告主投放需求得到满足
的战略考虑，会采取包断的形式。

B.销售模式
云克科技主要客户来源于潜在客户自主挖掘、老客户续约和老客户转介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661,236,398.57 3,730,491,506.02 -55.47 3,086,752,299.08

营业收入 2,271,048,109.96 3,018,419,996.33 -24.76 2,135,043,10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68,527,024.24 121,373,822.40 -1,392.31 118,573,30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45,112,130.99 116,175,093.01 -1,429.99 107,733,41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18,910,619.79 2,103,140,453.39 -75.33 1,980,356,626.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7,647,599.19 44,078,207.92 166.91 77,494,037.1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3.43 0.27 -1,370.37 0.2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3.43 0.27 -1,370.37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8.93 5.94 减少 124.87个百

分点 7.6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65,520,694.73 714,166,838.13 614,199,082.48 377,161,49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167,703.23 39,113,074.95 -23,536,266.07 -1,579,936,12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591,419.57 39,503,288.12 -23,035,231.59 -1,556,988,76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588,149.14 35,799,075.28 40,534,252.89 87,902,420.1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主要系上海钰昌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不

再将亿美汇金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所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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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1,2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1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

东
性
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890,000 113,624,023 24.88 0 冻

结 113,624,023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0 38,653,846 8.46 38,653,846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
公司 0 34,503,172 7.56 0 冻

结 34,503,172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陈立军 -12,100,000 17,741,311 3.88 0 冻
结 17,741,311

境
内
自
然
人

北京科博德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27,492 16,145,202 3.54 0 质

押 11,210,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申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6,132,500 9,839,722 2.15 0 冻

结 8,569,5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庞增
添益 5号私募投资基
金

8,890,000 8,890,000 1.95 0 无 0 未
知

金凤霞 6,731,800 6,731,800 1.47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杨贵林 -846,000 2,258,800 0.49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谢晶 0 2,068,407 0.45 0 质
押 2,068,407

境
内
自
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
公司、陈立军、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实现全年营业收入 2,271,048,109.96 元，与 2018 年同比减少 24.76%，实现

利润总额
-1,573,835,541.22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 -1,568,527,024.24

元，与 2018 年同比增减少 1,392.31%。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和《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主要变更内容如下：1、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

“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
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进一步明确了金融资产转移及其终止确认的判断原则。
4、 拓宽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 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
管理活动。 5、金融工具列报要求相应变动。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调整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列报。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调整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列报。 8、将利润表“减：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9、增加利
润表项目“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印发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无须进行追
溯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0 户，详见本附注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集团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增加 2 户，减少 2 户，详见本
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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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7 月 20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15 点 0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8 号 11 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7 月 20 日
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转融通业务、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
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董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
2 监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
3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
5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 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8.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4）人
8.01 厉群南先生 √
8.02 黄启灶先生 √
8.03 叶伟先生 √
8.04 薛玮佳女士 √
9.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9.01 忻展红先生 √
9.02 陆肖天先生 √
9.03 李春华女士 √
10.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0.01 钱乾先生 √
10.02 王丽媛女士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
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
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
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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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

他人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 2、法人股东出席的，应
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
委托。

（二）登记时间

2020 年 7 月 17 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2：00-5：0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8 号 11 楼公司会议室。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兰野
电话：021-31773723
传真：021-31773727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贵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董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2 监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5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 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7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8.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8.01 厉群南先生
8.02 黄启灶先生
8.03 叶伟先生
8.04 薛玮佳女士
9.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9.01 忻展红先生
9.02 陆肖天先生
9.03 李春华女士
10.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10.01 钱乾先生
10.02 王丽媛女士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

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

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该
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 名，董事候选人有 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
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
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
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

事 5 名，董事候选人有 6 名；应选独立董事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应选监事
2 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 采用累积投票制，他
（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
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 票为限，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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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2019 年公司应计提的各项减值
准备合计为 1,546,827,677.97 元，具体如下：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7,101,491.06 元、其
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640,997,573.61 元、商誉减值准备 888,728,613.30 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1、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长期应收款等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一般方法或简
化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如：应收关联方款
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
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外，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
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期末，本集团计算各类金融资产的预计信用损失，如果该预计信用损失大于其
当前减值准备的账面金额，将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如果小于当前减值准备的账
面金额，则将差额确认为减值利得。

（1）应收账款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

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存续期内预期

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

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关联方组合 本组合为关联方相关的应收款项。

组合 2-账龄分析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2）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采用相当于

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除了单项评估
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关联方组合 本组合为关联方相关的应收款项。

组合 2-账龄分析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本报告期，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658,099,064.67 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
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14,124,818.43
应收账款—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
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2,976,672.63

其他应收款—未来 12个月预期信用损失 2,997,573.61
其他应收款—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已发生信用
减值) 638,000,000.00

合计 658,099,064.67
说明：
1、 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主要系部分应收账款账龄较长以及客户经营不

善款项无法收回；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将北

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上海钰昌 2019 年度财
务报表中将长期股权投资 6.38 亿列示于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2、资产减值损失
（1）商誉减值损失
公司期末对与商誉相关的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首先将该商誉及归属于少

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调整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将调整后的各资产组
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确定各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
本报告期商誉减值准备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

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计提）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
司 755,493,614.35 755,493,614.35

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133,234,998.95 133,234,998.95

合 计 888,728,613.30 888,728,613.30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年计提上述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将导致 2019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和利

润总额的相应减少。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

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规范合法，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

定，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计提的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能够更加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
准确的会计信息，因此，同意本次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报备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职工监事徐超
杰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因个人原因，徐超杰先生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公司监
事会对徐超杰先生在任职期间内为公司和监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召开了 2020 年度第
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本次会议由公司总经理厉群南主持，经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和投
票表决，大会选举金琳洁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十届监事会

届满。 金琳洁女士简历如下：
金琳洁，女，1995 年生，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历，2017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财

务管理部，现任公司财务管理部主管、财务分析经理。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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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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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撤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为

被告。
涉案的金额：2251.43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暂

不产生相关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4 月 28 日发布《关于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8），披露了上海菲索广告有限公
司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立方”）广告合
同纠纷一案， 上海菲索广告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相关服务费及违约金，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上述案件【（2020）沪 0105 民初 7083 号】。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如下：
原告上海菲索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公司及子公司博雅立方广告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20 年 4 月 1 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原告在本院依法送达缴纳
诉讼费用通知后，未缴纳案件受理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第二百
一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原告上海菲索广告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原告上海菲索广告有限

公司撤回起诉处理，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暂不产生相关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