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426

证券简称：唐德影视

公告编号：2015-040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北京邦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资引进投资者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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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拟由北京雅迪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迪传媒”）以现金 2,000 万元
认购北京邦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视传媒”）2,000 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邦视传媒的注册资本将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浙江
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德影视”）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唐德国际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德传媒”）将持有邦视传媒 3,000 万元出资，占
其注册资本的 60%；雅迪传媒将持有邦视传媒 2,000 万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40%。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增资概述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唐德传媒、唐德传媒全资子公司邦视传媒与雅迪传媒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签
署了《北京邦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资协议》，拟由雅迪传媒以现金 2,000 万元
认购邦视传媒 2,000 万元注册资本，唐德传媒放弃就本次增资享有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邦视传媒的注册资本将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唐德
传媒将持有邦视传媒 3,000 万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60%；雅迪传媒将持有邦

视传媒 2,000 万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40%。
（二）本次增资的审议情况
唐德影视已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北京邦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资引进投资者的议案》。详见唐德
影视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5-039）。

二、投资者基本信息
雅迪传媒，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
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 4 号 79 幢 1-05 室，法定代表人为杨晓东，经营范围为制作、
发行动画图片、电视综艺、专题片；影视策划；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承
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注册资本为 1,090 万元，其中，杨
晓东持有 545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0%；胡斌持有 545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
本的 50%。
雅迪传媒主要从事媒体资源广告经营和客户整合营销业务，通过优质媒体资
源，基于广告代理、内容营销、整合营销和体育营销四大业务体系，为创造媒体
的广告价值、企业的传播价值提供服务。雅迪传媒在电视领域、互联网领域、移
动互联网领域拥有优质广告资源和丰富内容资源，2015 年拥有的优质媒体资源
包括：独家代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联播》前、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央
视财经评论》广告；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浙江和上海区域独家代理；中央电视
台纪录频道海南区域独家代理等。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雅迪传媒的总资产为 31,728 万元，净资产为 20,171
万元；2014 年营业收入为 44,074 万元，净利润为 3,088 万元。

三、本次增资的有关情况

（一）邦视传媒的基本情况
邦视传媒前身为北京鼎石天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石天辰”），
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67 号 25 幢 448 室，经营范围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唐德传媒持有 3,0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唐德传媒对邦视传媒的实缴出资为 300 万元。
为发展电视栏目制作和运营业务，经唐德影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唐德传媒对原鼎石天辰增资 2,700 万元，全部计入鼎石天辰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鼎石天辰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增加至 3,000 万元。同时，更名为
北京邦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鼎石天辰原主要定位于开展影视剧特效制作服务业
务，上述增资完成后，主营业务变更为开展电视栏目制作和运营业务。详见唐德
影视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北京鼎石天辰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以及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
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
邦视传媒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53,356.99

2,665,723.78

负债总额

-

-

2,653,356.99

2,665,723.78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

-

-12,366.79

-32,031.24

注：以上 201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二）本次增资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邦视传媒账面净资产为 2,653,356.99 元，与唐德传
媒对邦视传媒实缴出资 300 万元相差不大。本次雅迪传媒按照 1 元/1 元出资额的
价格进行增资，较邦视传媒账面净资产略有增值，主要是由于雅迪传媒认可邦视
传媒的业务规划和发展潜力，以及唐德影视的内容制作资源和品牌价值，愿意通
过本次增资参与邦视传媒的经营管理并与邦视传媒进行长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唐德传媒、邦视传媒与雅迪传媒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签署了《北京邦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上述增资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上述增资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1、雅迪传媒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邦视传媒增资 2,000 万元，
全部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邦视传媒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中
唐德传媒认缴出资 3,000 万元，持有邦视传媒 60%的股权；雅迪传媒认缴出资
2,000 万元，持有邦视传媒 40%的股权。增资完成后，邦视传媒增资完成之日后
的损益、以及邦视传媒在过渡期（指本协议生效之日至增资完成之日的期间）内
所发生的损益，均由雅迪传媒与唐德传媒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中
对应的出资比例享有和/或承担。增资完成后 15 日内，由唐德传媒向本协议约定
的邦视传媒指定账户实缴完毕剩余的注册资本 2,700 万元。如唐德传媒逾期缴付
剩余出资款，每逾期一日，应向雅迪传媒支付应付而未付金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
唐德传媒逾期缴付剩余出资款累计超过 15 日的，雅迪传媒有权解除本协议。
2、增资款的缴付。雅迪传媒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15 日内，向邦视传媒指
定帐户缴付全部增资款，即 2,000 万元。如雅迪传媒逾期缴付增资款，每逾期一
日，应向唐德传媒支付应付而未付金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雅迪传媒逾期缴付增
资款累计超过 15 日的，唐德传媒及/或邦视传媒有权解除本协议。
3、工商登记程序。雅迪传媒缴清全部增资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邦视传媒应
向对邦视传媒享有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有关雅迪传媒进行增资以及

反映本次增资缴付情况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反映本
次增资情况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唐德影视的影响
雅迪传媒长期从事媒体资源广告经营和客户整合营销业务，与中央电视台等
电视媒体展开长期深入合作，并逐步覆盖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媒体，具
有丰富的运营经验和优质媒体资源，先后运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味觉大战》、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等电视栏目的内容营销项目。
本次增资，将使邦视传媒获得推动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增资
完成后，邦视传媒将进一步整合唐德影视拥有的内容制作资源，雅迪传媒拥有的
媒体资源和商业客户资源，推动电视栏目制作和运营业务尽快做大做强，打通电
视媒体产业链。电视栏目制作和运营业务价值的提升，也将带动唐德影视企业价
值提升。
此外，唐德影视和雅迪传媒将以本次增资为契机，在影视剧内容营销展开战
略合作，充分挖掘唐德影视投资制作的影视剧的衍生价值。

特此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