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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五课

20 个并购案例详解五大类业绩补偿方式

（上）

根据自 2014 年 11 月 23 日起施行的《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

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且

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与

交易对方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

商是否采取业绩补偿和每股收益填补措

施及相关具体安排。根据新修订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理论上，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公司不需再做

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实务中，由于标

的公司的估值往往是交易双方商业博弈

的结果，而缺乏一个客观、合理的可评

判标准，因此，上市公司要求标的公司

对并购完成后的业绩做出承诺、及未完

成承诺期承诺业绩时做出业绩补偿，以



期通过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证明”估

值的合理性、标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及实现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基于我们对已审核通过的并购案例、在

审重组案例反馈意见的观察、及对市场

化并购的理解，监管部门对并购重组的

关注更多在于业绩承诺的合理性、业绩

承诺年限、业绩补偿安排的可实现性、

及标的公司原股东股份锁定期限、交易

完成后的协同效应、信息披露的真实完

整性等，而对于交易估值则更多交由市

场决定。就作为一种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机制的业绩补偿方式而言，能否得到有

效执行，主要取决于上市公司的整合协

同策略安排与经营管理能力。短期的业

绩补偿并不能改善与提高公司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

实务中，业绩补偿期限一般为并购重组

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对于标的资产作价

较账面价值溢价过高的，视情况延长业



绩补偿期限。在补偿主体方面，根据利

益主体享有的估值溢价等原因，往往由

交易双方或标的公司自行协商确定。在

补偿方式方面，主要为现金补偿、股份

补偿、及“现金+股份”补偿。在我们观

察的各类案例中，我们将补偿方式划分

五大类，分别为：（1）现金补偿；（2）

股份补偿；（3）“现金+股份”补偿，

但优先以现金补偿；（4）“现金+股份”

补偿，但优先以股份补偿；（5）同时以

“现金+股份”补偿。

业绩补偿方式不仅体现了对并购重组政

策与监管部门审核态度的拿捏，更体现

了交易对手在诡谲博弈后的利益平衡。

就上述五大类补偿方式，新华并购圈将

通过 20 个并购重组案例，给正在如火如

荼的并购市场予以参考。本篇为上篇。

第一类：全部以现金方式补偿的并购案

例



一、大东南并购游唐网络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上市公司向游唐网络的全体股东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游唐网络

100%的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用于

支付部分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姜仲杨、陆旻、

韩军、上海完美、苏州龙跃合计持有的

游唐网络 100%股权。游唐网络 100%股权

的交易作价为 56,250 万元。其中 60%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33,750 万元，剩余

40%以现金方式支付 22,500 万元。

现金对价分四期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

期支付 45%，第二期支付 20%，第三期支

付 20%，第四期支付 15%。

2. 股份锁定



姜仲杨、陆旻、韩军以资产认购而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正式发行结束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12 个月之后，

在业绩承诺期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分

别出具后分三期解锁，每期解锁比例为

35%、35%、30%。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姜仲杨、陆旻、韩军承诺，游唐网络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实现的合并

报表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

4,500 万元、5,850 万元、和 7,350 万元。

游唐网络在承诺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

当年度承诺利润的，姜仲杨、陆旻、韩

军应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姜仲杨、

陆旻、韩军各自承担利润补偿责任的比

例为 54.12%、35.29%、10.59%。

每年应予补偿的金额依照下述公式计

算：承诺利润金额－实际净利润金额。



姜仲杨、陆旻、韩军在游唐网络任一承

诺年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时均应按

照上述方式进行补偿，游唐网络在其他

承诺年度超额完成的利润并不能冲抵该

年度应补偿金额。姜仲杨、陆旻、韩军

应补偿金额不应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扣

除交易对方缴纳税收后的部分。

本次交易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二、科达机电收购东大泰隆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科达机电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向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东

大泰隆 100%股权；经交易各方协商，定

价为 33,094.1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

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对价款



22,094.10 万元，以现金形式向交易对

方支付的对价款 11,000 万元。 公司向

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1.1 亿元，拟用于支付现

金对价款。

2. 股份锁定

向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发

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向科

达机电保证并承诺东大泰隆公司2013年

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3,244.74 万

元，2013 年至 2014 年累计实现扣非后

净利润不低于 7,289.28 万元，2013 年至

2015 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2,104.18 万元，2013 年至 2016 年累计



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6,977.59 万

元。

标的资产在承诺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

当年度承诺利润的，现金补偿义务人东

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应向上

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净利润差额。 现金

补偿义务人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

予补偿的现金数： 补偿现金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已补偿现金数

现金补偿义务人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按照本次交易前在东大泰

隆公司的股权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的

现金数。

本次交易于2013年 12月 19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三、太极股份收购慧点科技 91%股权



1. 交易方案

太极股份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9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其中：拟向姜晓丹等 14 名自然

人以及华软投资等 6家企业支付

73,573,500 元现金并发行 26,828,604

股股份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91.00%股

权。

2. 股份锁定

姜晓丹、吕翊、李庆、维信丰分别承诺，

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太极股份向其发

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华软投资、林明等分别承诺取得的太极

股份向其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太极股份向其发

行的股份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

转让。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交易对方承诺慧点科技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非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为 4,000 万

元、4,820 万元和 5,525 万元。慧点科

技在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任一会计年度

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交易对方承诺

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数，交易对方将

对太极股份进行补偿，该年度补偿方式

应采取现金的形式，每年需补偿的现金

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年需补偿的现金总额=（累计净利润预

测数－累计实际净利润数）×目标资产

的交易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净利润

预测数总和－已补偿现金金额。



交易对方中任一慧点科技单一股东每年

需补偿的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交易对方中任一慧点科技单一股东每年

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具体金额的计算公式

为：单一股东的交易对价=该单一股东的

现金支付对价＋（该单一股东于本次交

易中取得的太极股份向其发行的股份数

×每股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四、新华医疗并购远跃药机 90%股权

1. 交易方案

新华医疗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远跃药机 90%股权，其中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王波等18名自然人和晨亨投

资所持远跃药机 80%股权，以现金方式购

买徐中华等 3名自然人所持远跃药机



1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远跃药机 90%股权作价为

35,280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比例为

11.11%，股份比例比例为 88.89%。

2. 股份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王波等18名自然人和晨亨

投资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新华医疗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12

个月之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当年实现

盈利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

行完毕盈利补偿，按三期解禁可转让股

份，每期可解禁的比例分别为 40%、30%、

30%。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王波等 5名自然人向新华医疗保证并承

诺从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计



年度内，远跃药机 100%股权每年实现的

经审计的扣非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书的同期预测

数，且 2013 年不低于 4,000 万元、2014

年不低于 4,500 万元、2015 年不低于

5,000 万元。

如远跃药机实际净利润不满足上述承

诺，则王波等 5 名自然人负责以现金方

式向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利润补偿期间，远跃药机每年的补偿金

额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补偿金额=

（远跃药机 100%股权当期承诺净利润

数-远跃药机 100%股权当期实现净利润

数）*2。

利润补偿期间的每年，在上一年度存在

王波等 5名自然人向新华医疗进行利润

补偿的情况下，当年实现净利润同时达

到以下条件时，新华医疗将王波等 5 名

自然人已补偿的上一年度补偿金额退还



给王波等5名自然人：1、（远跃药机 100%

股权当期实现净利润数-远跃药机 100%

股权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大于零；2、（远

跃药机 100%股权当期实现净利润数-远

跃药机 100%股权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大

于（远跃药机 100%股权上一年度承诺净

利润数-远跃药机 100%股权上一年度实

现净利润数）；3、远跃药机 100%股权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大于远

跃药机 100%股权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

王波、张崇元、颜志红、王贺、张维岳

按照 2:1:1:1:1 的比例向新华医疗支付

该年度需支付给新华医疗的全部补偿

金。

在前述方式下无法足额补偿的情况下，

王波等 5名自然人、刘雪松等 13 名自然

人和晨亨投资承担如下连带担保责任：

在王波等 5名自然人、刘雪松等 13 名自

然人和晨亨投资本次认购的新华医疗股



票可转让之日起 15 日内，新华医疗应当

按照不足部分计算的王波等5名自然人、

刘雪松等13名自然人和晨亨投资所持新

华医疗股份数予以解禁，王波等 5名自

然人、刘雪松等 13 名自然人和晨亨投

资应当在股份解禁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

转让该部分解禁股份，并以所获得的转

让款向新华医疗进行补偿。

本次交易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第二类：以“现金+股票”方式进行补

偿，但优先以现金方式补偿的案例

一、明家科技收购金源互动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系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甄勇、红日兴裕持有

的金源互动 100%股权。本次交易价格为



40,920.00 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

16,368.00 万元（现金支付比例为 40%），

剩余 24,552.00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支付（现金支付比例为 60%）。

2. 股份锁定安排

甄勇承诺：本次发行在 2015 年 1 月 5 日

（含当日）之前完成，自本次发行完成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于本次发行

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本次发行在

2015 年 1 月 6 日（含当日）之后完成，

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607,422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

的上市公司10,528,649股股份自本次发

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同时为

保证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

现性，在专项审核报告及上市公司 2018、

2019 年审计披露后，甄勇分六期转让其

于本次取得的上市公司 10,528,649 股



股份，每期可累计转让的股份比例为

20%、50%、75%、90%、95%、100%。

红日兴裕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甄勇、红日兴裕承诺金源互动 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100.00 万元、4,000.00 万元、

4,800.00 万元和 5,500.00 万元。

如金源互动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

利润，则甄勇、红日兴裕应向上市公司

支付补偿。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

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基准日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基准日至

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



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

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中甄勇、红日兴裕所占

比例，按照甄勇、红日兴裕在本次交易

中各自取得的对价占比进行分配（即甄

勇占 55.00%，红日兴裕占 45.00%）。

甄勇、红日兴裕当期需向上市公司支付

补偿的，则补偿时，先以甄勇、红日兴

裕以其自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进行补

偿，不足部分以甄勇、红日兴裕因本次

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

如还有不足部分由甄勇、红日兴裕自筹

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先由红日兴裕以其自本次交易取得的现

金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甄勇、红日兴

裕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

份进行补偿，具体如下：



（1）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

为：

当期甄勇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

金额×55%）/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当期红日兴裕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

补偿金额×45%-当期红日兴裕已补偿的

现金）/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2）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

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

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3）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

股利应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

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现金股利（以

税后金额为准）×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4）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

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甄勇、红日

兴裕以自筹现金补偿。

4. 奖励对价

承诺期内在达到业绩承诺数的前提下，

如果承诺期内金源互动累计实际实现的

净利润总和超出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

润总和，各方同意将超出部分的 40%奖励

给金源互动的经营管理团队，由金源互

动一次性支付。

本次交易已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获得证

监会审核通过。

二、中小板公司北纬通信收购杭州掌盟

82.97%股份

1. 交易方案概述

北纬通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蔡红兵、冯利平、钟伟俊、张苗苗、



马琴、马峰及汇成众邦合计持有的杭州

掌盟 82.97%的股权。本次杭州掌盟

82.97%股权的作价为 36,180 万元，其中

现金支付比例为 41.45%，股份支付比例

为 58.55%。

2. 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张苗苗、马琴、马峰承诺，因

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

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交易对方蔡红兵、冯利平、钟伟俊承诺，

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

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在上述锁定期满后，蔡

红兵、冯利平、钟伟俊在本次交易所取

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应按照

40%、30%、30%的比例分三期解除限售。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除汇成众邦以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承诺杭

州掌盟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7.86 万元、

4,804.69 万元、5,701.34 万元。

在承诺期内，如果杭州掌盟当年实际利

润未达到承诺利润，则除汇成众邦以外

的其他交易对方应以当年应补偿金额为

基数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

除汇成众邦以外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

中所获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确定其单方

应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

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

数总和×本次交易的对价总额－已补偿

金额。



除汇成众邦以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就当年

应补偿金额应按照如下方式和原则向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

若当年应补偿金额未超过上市公司就本

次交易应支付但根据分期支付安排尚未

支付完毕的现金对价金额（不包括上市

公司逾期未支付的部分），则应以当年

应补偿金额优先抵扣该等剩余现金对

价，被抵扣的现金对价将不再支付； 若

当年应补偿金额已超过上市公司就本次

交易应支付但根据分期支付安排尚未支

付完毕的现金对价金额（不包括上市公

司逾期未支付的部分），则在以当年应

补偿金额优先抵扣该等剩余现金对价

后，除汇成众邦以外的其他交易对方还

应就不足部分另行进行股份补偿。除汇

成众邦以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

进行股份补偿时，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

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补偿股份

数量=当年应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发

行股份价格

如除汇成众邦以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因上市公司在本次发

行结束后，实施转增、股票股利分配等

除权、除息行为导致调整变化，则补偿

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交易对方进行股份补偿后仍无法弥补当

年应补偿金额，则该等交易对方还应就

不足部分另行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

数额的计算公式为：现金补偿金额=当年

应补偿金额-当年已抵扣现金对价-当年

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

本次交易已于2014年 11月 20日获得证

监会审核通过。在审核通过后，由于标

的方股东无法筹措税务主管机关要求的

因本次交易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款，因

此提出终止交易。



三、利亚德收购励丰文化 100%股份

1. 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励丰文化估值为 64,715.00

万元，其中股份支付对价为 54,715.00

万元，占标的资产总对价的 84.55%，现

金支付对价为 10,000.00 万元，占标的

资产总对价的 15.45%。现金对价分两期

支付，交割完成后支付 5000 万元，配套

资金募集到位后支付 5000 万元。

2. 股份锁定

周利鹤、朱晓励、代旭、菁英投资承诺

对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

结束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上述

法定限售期限届满后，该等股东所取得

的对价股份在满足协议约定的条件后分

三次解禁，每期累计解禁比例为 25%、

50%、100%。解禁条件主要为：



第一次解禁条件：根据《专项审核报告》，

励丰文化 2014 年、2015 年累计实现扣

非净利润总和≥2014 年、2015 年累计

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80%。

第二次解禁条件：根据《专项审核报告》，

励丰文化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2014 年、

2015 年、2016 年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

和×80%。

第三次解禁条件：根据《专项审核报告》，

励丰文化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80%。

尽管有前述约定，在周利鹤、朱晓励、

代旭、菁英投资根据约定履行完毕相应

的全部补偿义务后，其因本次交易持有



的所有仍未解禁的对价股份均予以解

禁。

3. 业绩承诺

周利鹤、朱晓励、代旭、菁英投资承诺

励丰文化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2,800 万

元、5,400 万元、6,400 万元、7,600 万

元。

周利鹤、朱晓励、代旭、菁英投资同意

就励丰文化实际扣非净利润不足承诺扣

非净利润的部分按本条约定以股份及现

金的方式进行补偿。周利鹤、朱晓励、

代旭、菁英投资应优先以现金方式对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上限不

超过 10,000 万元，现金方式不足以补

偿的部分以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上市公司应在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

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周利鹤、朱晓励、

代旭、菁英投资需补偿的金额及股份数

量：

累计应补偿总金额=（盈利承诺期励丰文

化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截至盈利

承诺期期末励丰文化累计实现扣非净利

润总和）÷盈利承诺期励丰文化累计承

诺扣非净利润总和×64,715.00 万元

×1.24

补偿义务人优先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部分，应由

补偿义务人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需补偿的股份数

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累计应补偿股

份数量＝（累计应补偿总金额—实际已

补偿现金金额）÷17.65 元/股÷1.28



各方同意，尽管有上述各项约定，若上

述现金补偿及股份补偿实施后，补偿义

务人实际已补偿金额之和小于累计应补

偿总金额的，补偿义务人仍应继续以自

有现金或上市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上

市公司进行全额补偿。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果励丰文化在盈利

承诺期内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达到

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的 70%，则盈

利承诺补偿上限金额为 20,000 万元；如

果励丰文化在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扣

非净利润总和达到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

总和的 60%，盈利承诺补偿上限金额为

30,000 万元。

4. 对价调整

各方同意，如励丰文化在盈利承诺期内

累计实现含非净利润总和大于盈利承诺

期承诺含非净利润总和的，上市公司应



按照以下计算方式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总对价进行调整：

标的资产总对价调整数=（盈利承诺期累

计实现含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承

诺含非净利润总和）×60%

对价调整数应在标的资产 2017 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30 个工

作日由上市公司一次性以现金向周利

鹤、朱晓励、代旭、菁英投资支付。若

盈利承诺期内任一个会计年度励丰文化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0，则上述标的资

产总对价调整不予实施。

本次交易方案已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获

得证监会受理。

四、光一科技并购索瑞电气 84.82%股权

1. 交易方案



光一科技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向任昌兆等 33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所

持索瑞电气 84.82%股权，交易对价为

70,403.20 万元，其中光一科技向交易

对方共支付 15%的现金对价，85%的股份

对价。

2. 股份锁定

管理层股东及乾瀚投资承诺：自本次交

易所获得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转让其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所支付股

份。

魏法旭、深创投等股东承诺：自本次交

易所获得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转让其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所支付股

份。

任昌兆先生、任晶晶女士及乾瀚投资特

别承诺：在锁定期内，其持有的光一科



技股份可用于股份质押融资的总数不超

过其持有全部光一科技股份数量的 85%。

3. 业绩奖励

如果承诺期索瑞电气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总和超出盈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

各方同意将超出部分的 50%奖励给任昌

兆先生，奖励对价总额不超过 2,000 万

元。

4. 业绩承诺及补偿

管理层股东及乾瀚投资承诺索瑞电气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比较扣非后的净利润按照孰低

原则确定分别不低于 7,500 万元、

8,100 万元、8,400 万元。

如索瑞电气在盈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

诺净利润，则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向

光一科技支付补偿。



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

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实现

净利润数）÷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

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

偿金额。

如索瑞电气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

利润，则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以当年

应补偿金额为基数按照其在本次交易中

所获对价占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本次交

易所获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确定其单方

应补偿金额。

承诺期内，索瑞电气累计未实现利润在

300 万元以下的（含 300 万元整），盈利

承诺补偿义务人用现金进行补偿，累计

未实现利润超过 300 万元且盈利承诺补

偿义务人所获得股份对价不足补偿时，

各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用现金进行补

偿。以股份方式补偿的具体补偿方式如



下：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

额/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

无论如何，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支付的

补偿总额不超过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取

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之和。在此种

情况下，各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以其本

次所获得全部对价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案举例

假设标的资产于 2014 年完成交割，盈

利承诺期为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按照累计未完成利润总额的不同，

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的补偿方式举例如

下：

（1）情形一：累计未完成利润承诺为 100

万元

累计未完成利润总额低于 300 万元，因

此，本次全部以现金进行补偿。 本次应



补偿金额为：100/（7,500+8,100+8,400）

*70,403.20-0=293.35 万元。

（2）情形二：累计未完成利润承诺为 500

万元

对于未完成利润中 300 万元部分，盈利

承诺补偿义务人先以现金方式进行补

偿，现金补偿金额为 300/

（7,500+8,100+8,400）

*70,403.20-0=880.04（万元）

对于未完成利润中超过300万元的部分，

盈利承诺补偿义务人以股份继续进行补

偿，股份补偿金额为 500/

（7,500+8,100+8,400）

*70,403.20-880.04=586.69（万元）

本次交易已于2014年 12月 28日获得证

监会审核通过



五、主板公司鼎立科技收购丰越环保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公司收购丰越环保 100%股权按所需支

付对价合计 18 亿元，其中，85%的对价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合计发行

150,887,573 股，15%的对价以现金支

付，合计支付 27,000 万元。作为对价支

付的现金全部来自于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

2. 股份锁定

资产出让方承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

份，自股份交割日起至少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发行股份完成 12 个月后，若当

期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承诺数，则每期

可累计解锁比例为 20%、50%、100%。

3. 业绩承诺与补偿



利润承诺方对丰越环保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2,200

万元、18,000 万元、22,000 万元。

若丰越环保在盈利承诺期间内实现的实

际利润未能达到盈利承诺数，则利润承

诺方需要对利润的不足部分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分为现金补偿与股份补偿

两种：

A. 现金补偿

若丰越环保在盈利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

年度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未能达到累

计的盈利承诺数，且截至该期期末累计

实现的实际利润同截至该期期末累计的

盈利承诺数之差额不高于截至该期期末

累计的盈利承诺数的 20%，则利润承诺

方应将盈利预测数与实际净利润之间的

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



丰越环保在需补偿当年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

利润承诺方当年应补偿的现金数量：计

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的

盈利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

实际利润－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B. 股份补偿

若丰越环保在盈利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

年度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利润未能达到累

计的盈利承诺数，且截至该期期末累计

实现的实际利润同截至该期期末累计的

盈利承诺数之差额超过截至该期期末累

计的盈利承诺数的 20%，则利润承诺方

对超出部分应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公司在需补偿当年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

交易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利

润承诺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的

盈利承诺数×80%－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现的实际利润）÷盈利承诺期内各年

的盈利承诺总数×（交易对价÷本次发

行价格）－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公

式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量，按照本次

重组前利润承诺方分别所持丰越环保的

股权占利润承诺方所持丰越环保的股权

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本次交易已于2014年 9月 4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六、天泽信息收购商友集团 75%股份、

及商友国际 100%股份

1. 交易方案概况

天泽信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商友控

股持有商友集团 75%的股权，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途乐投资持有的商友国际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价格确定为21,000.00万元，

其中商友集团 75%股权作价 14,921.00

万元，商友国际 100%股权作价 6,079.00

万元。在支付方式方面，（1）天泽信息

以现金方式向商友控股支付对价

14,921.00 万元；（2）天泽信息向途乐

投资发行 4,930,251 股股份形式向途乐

投资支付对价 6,079.00 万元。

2. 股份锁定

本次途乐投资获得的股份限售期为自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经交易各方协议确定，商友控股和途乐

投资承诺，商友集团 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非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500 万

元、3,000 万元、3,500 万元。在计算商

友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时，拟对于以下补贴项

目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扣除：服务外包

专项基金、软件及信息服务出口财政贴

息、见习带教补贴。

在商友集团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每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

商友集团在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承诺净利润，商友控股及途乐投资应按

下列方式对天泽信息进行补偿：

（1）补偿金额的确定

a. 在 2014年至2016年内任何一年实际

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商友集

团进行估值调整，商友控股或途乐投资

向天泽信息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截至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

累计实际净利润）÷承诺期累计承诺净

利润×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

额

b. 在 2014年至2016年内任何一年实际

净利润均高于 2,500 万元的前提下，对

于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的部

分进行差额补偿，商友控股或途乐投资

向天泽信息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当期承诺净利润－当期实际净利润

（2）利润补偿的顺序及方式

a. 利润补偿的顺序：

（1）2014 年度涉及利润补偿的，优先以

天泽信息应付商友控股的第二期现金对

价中扣减相应的当期补偿金额；第二期

现金对价不足以支付当期补偿金额的部



分，由途乐投资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天

泽信息股份进行补偿。

（2）2015 年、2016 年涉及利润补偿的，

途乐投资可以选择以现金或以其在本次

交易中取得的天泽信息股份进行补偿。

b. 股份补偿的方式：

途乐投资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

进行利润补偿的，则当期补偿股份数量

为：（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扣减的

现金补偿金额）÷发行股份价格。

其中，发行股份价格为 12.33 元/股。在

本次股份发行前，天泽信息如有派息、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具体调

整方式以天泽信息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

准。



商友控股的补偿义务以其依据《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

议获得的现金对价为限。途乐投资的补

偿义务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天泽信息

股份为限，如承诺期内天泽信息发生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途乐投资可用于补

偿的股份数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已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获得证

监会审核通过。

——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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