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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课

20个并购案例详解五大类业绩补偿方式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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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下篇。

第三类：全部以股份进行业绩补偿的案

例



一、新宙邦收购海斯福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王陈锋等 6 名海斯福股东合计持有

的海斯福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其中：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确定为 68,400 万元。

考虑交易对价的形式不同导致未来承担

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风险不同，本次

交易 60%股权以现金支付，对价为 3.42

亿元；40%股权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为

3.42 亿元。交易对方内部协商后同意王

陈锋持有的海斯福 30%股权参与现金形

式交易、10%股权参与股份形式交易，其

余股东将各自持有股份按照 1:1 参与现

金形式交易和股份形式交易。

2. 股份锁定



本次交易中，王陈锋等 6名自然人承诺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的锁定期安排如下：在本次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以及盈利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较晚者不转让本

次以资产认购的发行人向其发行的股

份。

3. 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

交易对方对新宙邦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交易对方预测，标的资产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扣非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5,600万元、

6,000 万元、6,800 万元、7,600 万元。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任意一年扣非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累



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不低 26,000 万元，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经审计累计实现的经营性净

现金流不低 12,000 万元。

利润补偿期间，依照下述方法计算当年

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

（1）如标的资产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任意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的年度净利润低于 4,000 万元，

交易对方在该年度补偿的股份数量=

（6,000 万-该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000 万×

(新宙邦为本次交易支付给交易对方的

股份数/3)。

（2）如标的资产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低于 26,000

万元或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经审

计累计实现的经营性净现金流低于



12,000 万元，则交易对方补偿的股份数

量为根据净利润指标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量和根据经营性净现金流指标计算的补

偿股份数量孰高者。

根据净利润指标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26,000 万-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累计净利润）/20,000 万×

新宙邦为本次交易支付给交易对方的股

份数-2014 年交易对方已经补偿的股份

数-2015 年交易对方已经补偿的股份数

-2016 年交易对方已经补偿的股份数；

根据经营性净现金流指标计算的补偿股

份数量=（12,000 万-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经审计累计实现的经营性净现

金流）/12,000 万×新宙邦为本次交易

支

付给交易对方的股份数-2015 年交易对

方已经补偿的股份数-2016 年交易对方

已经补偿的股份数。



4. 业绩奖励

若海斯福在利润补偿期满后，利润补偿

期间四年累计实际完成的扣非后归母的

净利润超过 26,000 万元，则新宙邦将对

利润补偿期间在海斯福任职的管理层人

员和员工进行现金奖励，奖励金额相当

于前述累计超额利润部分的 30%。

本次交易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二、深桑达并购无线通讯等三家公司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公司拟向中电信息、中电进出口以及 54

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无

线通讯 100%股权、神彩物流 100%股权以

及捷达运输 100%股权。本次交易中，标

的资产预估值为 92,974.46 万元，其中



无线通讯预估值为 60,151.11 万元，神

彩物流预估值为 6,243.94 万元，捷达运

输的预估值为 26,579.41 万元。

2. 股份锁定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深桑达发

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如

本次发行完成后 6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限售期再自动延长 6个月。

3. 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

交易双方约定的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如 2014 年本次

交易无法实施完毕，则交易各方可另行

协商对盈利补偿期间进行调整。



若各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各年度享

有的实际净利润数合计低于承诺净利润

数，就其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以股份

补偿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交易各方

按照交易完成前对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

分担上述补偿责任。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交易对方将在盈利

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每年计算一次股

份补偿数，由上市公司以壹元的总价款

回购。回购股份数不超过相关交易对方

各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因本次交易各

自认购的股份总数。每年实际回购股份

数的计算公式为：

回购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

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

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

交易对方按照本协议用于补偿的股份总

数不超过交易对方根据《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约定认购的标的股份总数（包

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4. 业绩奖励

若盈利补偿期间内标的资产的实际净利

润数总和大于盈利补偿期间预测净利润

数总和的，且不存在因对标的资产减值

测试而需要进行补偿的情况下，上市公

司同意将实际净利润数总和与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的差额的 50%，以现金的方式奖

励给相关交易对方。盈利补偿期间内标

的公司因股权收购等资本性并购而产生

的利润不计入上述的实际净利润数总

和。

本次交易已发预案，尚需获得的批准和

核准，包括但不限于：（1）国务院国资

委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或备

案并批准本次交易方案；（2）本公司第

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3）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

案；（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三、兴源过滤收购水美环保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兴源控股及钟伟尧等 11

名自然人持有的水美环保 10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向兴源控股及钟

伟尧等 11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

11,371,232 股上市公司股份和

20,000,000 元现金对价以收购其持有

的水美环保 100%的股权；水美环保 100%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36,000 万元，现金支

付比例为 5.56%，股份支付比例为

94.44%。

2. 股份锁定



本次全体交易对方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而获得的兴源过滤股份自本次发行

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如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14

年实施完毕，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交易对方在利

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

3,000 万元、3,600 万元、4,100 万元；

如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15

年实施完毕，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兴交易对方在

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为

3,600 万元、4,100 万元、4,800 万元。

如果在利润补偿期间，水美环保届时实

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

润数，则兴源控股及钟伟尧等 11 名自然

人应就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差额部分对



兴源过滤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股份补

偿，净利润差额的计算公式为：（承诺

净利

润— 实际净利润）×兴源过滤所持水美

环保股权比例。

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如水美环保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实现扣扣非后净

利润数不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的，兴源控股及钟伟尧等 11 名自然

人应当进行补偿，补偿方式具体如下：

每年计算一次股份补偿数，由兴源过滤

以 1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回购股份数不

超过的股数=（拟购买资产作价/本次发

行股份价格）。

每年实际回购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补

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认购股份



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兴源控股及钟伟尧等 11 名自然人承诺，

如其所持兴源过滤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

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差额时，

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应补偿的现金金

额=（应补足的股份总数－已经补偿的股

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

本次交易于2014年 12月 10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第四类：以“股份+现金”补偿，但优先

以股份补偿的案例

一、众信旅游收购竹园国旅 70%股权

1. 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众信旅游拟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郭洪斌等 8名交易对方合计持



有的竹园国旅 7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

本次竹园国旅 70%股权交易作价为

63,000 万元，上市公司将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支付交易对价，按 81.56 元/股的发

股价格计算，发行股 7,724,374 股。

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1,000 万元。

2. 股份锁定

除郭洪斌外，其他自然人股东通过本次

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亦不

得设置质押等第三方权利；上海祥禾及

天津富德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

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但可以设置质押。



郭洪斌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新

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亦不得设置质押等第三方权

利。锁定期届满后，郭洪斌通过本次收

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中的 35%

（2,113,340 股）自动解禁。余下 65%未

解锁股票（3,924,775 股）在满足以下条

件后分三次解禁（每期解禁比例为

26.23%、32.79%、40.98%），未解禁的

新增股份不得转让亦不得设置质押等第

三方权利。

3. 业绩承诺及业绩奖励

竹园国旅原股东承诺竹园国旅 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为 5,650 万元、7,062 万元、8,828 万元。

本次补偿义务人为郭洪斌等 6名自然人

交易对方。



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如实现

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而需要补偿

义务人进行补偿的情形，补偿期限内每

个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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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

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已

补偿金额

补偿义务发生时，补偿义务人应当首先

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众信旅游新增

股份进行股份补偿，补偿义务人按照本

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仍不足

弥补应补偿金额的，补偿义务人应当就

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众信旅游进行补

偿，并应当按照众信旅游发出的付款通

知要求向其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4. 业绩奖励



如果竹园国旅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积

净利润超过承诺累积净利润的，众信旅

游应当将超出部分金额的 50%作为奖金

奖励给届时仍于竹园国旅或众信旅游任

职的自然人股东及管理团队成员。

本次交易已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获得证

监会审核。

二、久其软件并购亿起联科技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公司拟向王新、李勇以支付现金及发行

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亿

起联科技 100%的股权，交易作价 48,000

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亿起联科技

交易对价的 20%，总计 9,600 万元；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亿起联科技交易对

价的 80%，总计 38,400 万元。同时，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3,800 万

元。



2. 股份锁定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向王新、李勇发行的

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转让。12 个月后在达到约定条件后

分五期解除限售，每期解锁数量及比例

为：

其中：第五期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后方

可解除限售：

（1）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标的

公司的应收账款（以经审计后的标的公

司合并报表的应收账款净额为准，下称

“2017 年末应收账款”）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全部收回；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交易对

方已向标的公司支付现金补偿金，现金

补偿金金额为尚未收回的 2017 年末应

收账款净额。

交易对方未能实现约定的第五期股份解

锁条件，则上市公司有权按照 1 元总价

回购第五期应当解锁部分的上市公司股

份，并予以注销。

若出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则

当期应解除限售的股份应自动延长锁定

12 个月，并累计至下期可解除限售的股

份范围内。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经交易双方协商，交易对方对亿起联科

技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做出承诺分别



为：3,700 万元、5,000 万元、6,750 万

元、8,430 万元。

若亿起联科技在承诺期任何一个年度未

能实现净利润承诺数，则交易对方以上

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交易对方首先进行股份补偿，股份

不足的部分用现金补偿。交易对方向上

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 48,000

万元。

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

已补偿的股份数量（不含上市公司实施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分红派息等

事项而相应产生的新增股份或利益）×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已

补偿的现金。

交易对方就交易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按

照 57:43（王新:李勇）的比例各自承担

其应承担的责任份额。



（1）股份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末，亿起联科技实

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净利润承诺数，其差

额部分交易对方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对进行补偿。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止当年期末

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年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补偿期限承诺净利润总和

×（标的资产作价总额÷上市公司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已补偿的现金÷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价格）

（2）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任何年度按照上述计算

的结果，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超

过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总

量（不含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分红派息等事项而相应产生



的新增股份或利益），则差额部分，交

易对方应以现金补偿上市公司，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当年应

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

4. 业绩奖励

如亿起联科技早业绩承诺期累计净利润

承诺数，且每年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不

为负，且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亿起联科技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

收账款净额占 2017 年营业收入比例在

15%以下（含本数），则上市公司同意亿

起联科技将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六个月内

按照如下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奖

励：

王新及李勇获得的现金奖励数=（业绩承

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累计净利润承诺

数）×30%



交易对方取得的现金奖励数不得超过亿

起联科技2017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本次交易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三、省广股份并购雅润文化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祝卫东

等6名自然人及嘉诚资本等11家基金合

计持有的雅润文化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中，雅润文化 100%股权的交易

作价为 57,000 万元，其中，交易对价的

25%，即 14,250 万元，将由省广股份以

现金形式支付给雅润文化的股东；剩余

75%的对价，即 42,750 万元，由省广股

份向雅润文化的股东发行股份支付。



省广股份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19,000 万元。

2.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经本次交易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的

补偿期为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若无法于2013年 12月 31日完成本次交

易，则盈利补偿期相应顺延为 2014 年、

2015 年、2016 年。交易对方对于目标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的净利润

作出如下承诺：目标公司于2013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实现的扣非后归母

股东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720 万元、

6,500 万元、7,500 万元、8,400 万元。

若无法于2014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本

次交易（以目标公司股权过户至省广股

份名下为准），则祝卫东承诺盈利补偿

期相应顺延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并对目标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扣非后的净利润作出如下承诺：目标公



司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的

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6,500万元、

7,500 万元、8,400 万元、8,400 万元。

在盈利补偿期内，目标公司任意一年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低于对应年度的承诺

净利润数，交易对方中第一顺位业绩补

偿责任人将优先以股份进行补偿，不足

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如第一顺位业绩补偿责任人根据本

次交易所获全部对价仍不足以补偿，由

第二顺位业绩补偿责任人以本次交易取

得的对价为限按照交易前持有标的资产

的相对股权比例各自承担补偿责任，补

偿方式以股份补偿为优先，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

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的净利润

数）×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

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

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现金

数÷发行价格。

若交易对方中某方累计补偿股份数额不

足时再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当年应补

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扣非后的净利润数）÷补偿期

限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

产的交易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

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除祝卫东先生外，交易对方其余各方在

其各自锁定期内以取得的对价（含现金

及股份）为限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责任

且承担的业绩补偿责任为第二顺位，即

目标公司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扣非后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

时，首先由祝卫东承担第一顺位补偿义



务。当祝卫东根据本次交易所获全部对

价仍不足以补偿时，由除祝卫东外的其

他仍在锁定期内交易对方承担不足部

分。

如交易对方中第二顺位业绩补偿责任人

中某方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不足以支

付累计补偿额时，由交易对方中的祝卫

东以现金方式进行额外补偿，当年应补

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当年

应补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的净利润数）÷补

偿期限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拟购

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

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3. 对价调整

在目标公司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任何一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的净利润均不低



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90%的

前提下，交易各方同意按照如下约定调

整本次交易中向祝卫东支付的购买资产

价格，结算时间在目标公司 2016 年审计

报告出具后，且 2016 年末应收账款收回

80%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省广股份以

现金方式支付给祝卫东。

若目标公司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的净

利润合计超过 28,401.00 万元（不含本

数），则本次交易向祝卫东支付的购买

资产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公式如下：向

祝卫东支付的购买资产调增价格=原支

付的购买价款总额人民币 5.7 亿元×

(2013 至 2016 年四年实际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扣非后的净利润合计数-2013 至

2016 年四年承诺净利润合计数)/ 2013

至2016年四年承诺净利润合计数×0.8。

当目标公司实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非后的净利润合计数超过承诺净利润合

计数的比例超过 13%时，均以 13%计算。



本次交易于2014年 11月 21日获得证监

会的核准。

四、胜利精密并购智诚光学等三家公司

1. 交易方案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王汉仓等 7名股东所持有的智诚光

学 73.31%股权、王书庆等 3名股东所持

有的富强科技 100%股权以及陈铸等 5名

股东所持有的德乐科技 100%股份，同时

募集配套资金。各标的公司转让股份比

例、估值及支付安排如下：

2. 股份锁定



交易对方王汉仓等 9名自然人以资产认

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交易对方对用

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不足 12 个月的，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12

个月之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

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

毕盈利补偿，则分五期解禁可转让股份。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苏州日亚等 6机构以资产认购而取

http://cdn.jg.com.cn/portal/201504/28/142055e2kkbepqhjbp2mq2.png


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王汉仓等 9名自然人承诺所对应的标的

公司的净利润如下：

如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不满足上述承

诺，则王汉仓等 9名自然人将以股权或

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补偿期限内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的金额

为当年按照“累积计算补偿公式”（I）

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Y1）与当年按

照“分期计算补偿公式”（II）计算的

当年应补偿金额（Y2）中的较高者，即：

http://cdn.jg.com.cn/portal/201504/28/142116ybdikrzs9t9w9ydy.png


当年应补偿金额=Max(Y1,Y2)

（I）累积计算补偿公式

按照“累积计算补偿公式”（I）计算的

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当年应补偿金额

(Y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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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上述公式所称补偿期限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三个会计年度。

（II）分期计算补偿公式

在补偿期限内，若任一会计年度标的公

司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

数的 80%，则按照“当期计算补偿公式”

（II）计算的当年应补偿金额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Y2)=[(当期承诺净利

润数-当期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



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

的交易价格

补偿义务发生时，补偿义务人应当首先

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胜利精密新增

股份进行股份补偿，履行股份补偿义务

后仍不足弥补应补偿金额的，补偿义务

人应当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胜利精

密进行补偿，并应当按照胜利精密发出

的付款通知要求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每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

式如下：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金额

÷本次发行价格×(本次交易前该名补

偿义务人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数÷本次交

易前该标的公司全体补偿义务人持有该

标的公司股份数)。

各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新增股份总 数

及其在补偿期限内获得的胜利精密送

股、转增的股份数。



本次交易已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获得证

监会的受理。

第五类：同时以“股份+现金”进行补偿

的案例

一、中京电子并购方正达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中京电子拟向方笑求、蓝顺明以非公开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

其持有的方正达 100%股权，其中以非公

开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比例为

85.119965%，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比例为

14.880035%。

本次交易方正达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 28,600 万元。



同时，拟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林先

生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 股份锁定

方笑求取得的股份自在深圳证登公司完

成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或上市交易。同时，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五个月后，蓝顺明本次交易所获股份

按比例分次解锁，解锁比例如下：1、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15 个月解锁 30%；2、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解锁 30%；3、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解锁 40%。

3. 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

方笑求、蓝顺明承诺的净利润数额：

2014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2,800 万

元，2015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 3,460 万

元，2016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4,114

万元。



如标的股权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预测净

利润数额，则上述盈利承诺补偿主体应

向中京电子补偿预测净利润数额与实际

净利润数额的差额对应的价值，其中应

以股份补偿方式补偿中京电子对应价值

的 85.119965% ，同时应以现金补偿方

式补偿中京电子对应价值的

14.880035%。

（1）股份补偿的计算

中京电子有权选择以下任意一种股份补

偿方式：

①股份回购注销：中京电子应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当年标的

股权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 30 日确

定当年应回购方笑求、蓝顺明的股份数

量，并划转至中京电子设立的回购专用

帐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

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由中



京电子以 1 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

的股份。

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当期期末湖南

方正达累计预测净利润数额—当期期末

湖南方正达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补

偿期限内三年的预测净利润总额×认购

的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已回购的股份

数量。补偿期限内应回购方笑求、蓝顺

明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方笑求、蓝顺明认

购的股份数量。

②股份无偿划转：中京电子应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当年湖南

方正达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 30

日内书面通知方笑求、蓝顺明将其当年

应补偿的股份无偿划转给除方笑求、蓝

顺明以外的中京电子其他所有股东。

（2）现金补偿的计算



中京电子应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度当年湖南方正达专项审计报

告出具之日后 30 日内确定方笑求、蓝

顺明当年应补偿的现金数额。

当年应补偿的现金数额=（当期期末累计

预测净利润数额—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数额）÷补偿期限三年的预测净利

润总额×支付的现金总额—补偿期限内

已补偿的现金数额。补偿期限内方笑求、

蓝顺明应补偿的现金数额不超过向方笑

求、蓝顺明支付的现金数额。当计算数

值为负时，已补偿资金不返还。

4. 业绩奖励

若湖南方正达在 2014 年度、2015 年

度、2016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额累计值

高于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度的预测净利润数额累计值，超额部分

的 30%可用于向湖南方正达届时在职的



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奖

励。

本次交易方案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未

获股东大会批准。

二、拓尔思收购天行网安 100%股份

1. 交易方案

本公司向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名自然人

非公开发行股份27,890,760股购买深圳

创新及荣实等 9名自然人持有的天行网

安 80%股权，同时支付 12,000 万元现金，

购买银科九鼎、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名

自然人持有的天行网安 20%股权。

本次交易，天行网安 100%股权的交易对

价为 60,000 万元。

2. 股份锁定



本次向荣实、李志鹏、令狐永兴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结束并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完成股份登记之

日起 18 个月后，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15%；自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 30 个月后，

再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30%；自完成股份

登记之日起 42 个月后，再解禁全部取得

股份的 55%。

本次向毕然等 6名自然人、深圳创新发

行的股份自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

内不得转让；自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解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26.53%；

自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后，再解

禁全部取得股份的 33.33%；自完成股份

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后，再解禁全部取得

股份的 40.14%。

上述股份锁定期间，持股人承诺不以质

押、代持等任何方式处置或影响该等锁

定股份的完整权利。解禁股份前需要先

扣除以前年度因未达承诺利润和减值测



试而已经执行补偿的股份。同时，盈利

补偿条款约定的现金补偿支付给拓尔思

前，或者利润承诺期结束后应收账款保

证金支付给拓尔思前，待解禁股份不得

解禁。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 名自然人承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天行网安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4,100万元、5,150万元和6,200万元。

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

名自然人应当对拓尔思进行补偿。当期

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补偿期间内各期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补偿金额按照按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名

自然人获得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的比例

分别进行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股份补

偿数量按‘应以股份补偿的金额’除以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计算。在本次发行的

定价基准日至补偿日期间，若拓尔思发

生送股、转股等事项，则发行价格应进

行除权处理，补偿数量应据此作相应调

整。

在盈利承诺期内，若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

名自然人截至当年剩余的拓尔思股份数

不足以补偿的，则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

为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名自然人剩余的

拓尔思股份数，当年应补偿股份金额的

差额部分由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名自然

人以现金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股份现

金数＝当年应补偿金额—深圳创新及荣

实等 9名自然人剩余的拓尔思股份数×

本次发行价格（如果拓尔思在盈利承诺

期内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的，则此处“本次发行价格”应进行相

应除权处理）-应补偿现金。

本次补偿金额应以业绩承诺人取得的拓

尔思股票和现金为限。

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如因不可抗力等

原因导致未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低

于承诺净利润数或利润延迟实现的，拓

尔思与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名自然人经

协商一致，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对补偿数

额予以调整：

深圳创新及荣实等 9名自然人内部按照

标的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

出资额占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出资总

额的比例分担补偿责任。

本次交易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获得证监

会审核通过。

三、联创节能收购上海新合 100%股权



1. 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两部分，其中：联创节能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新合

100%股权，整体交易作价 132,200 万

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上海新合

64.75%股权，即股份对价 85,600 万元；

以现金方式购买上海新合剩余 35.25%

股权，即现金对价 46,600 万元。

2. 股份锁定

齐海莹等 3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的期间内，齐海莹等 3

人可转让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 40%；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的期间内，齐海莹等 3



人可转让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 30%；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齐海莹等 3人可转让通过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0%。若成

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其仍应遵循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李洪国、宁波鑫歆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3.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李洪国、宁波

鑫歆承诺，上海新合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10,000

万元、13,000 万元、15,000 万元。业绩

承诺期不会因本次交易的完成时间而改

变。



如果标的公司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

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额，则业绩承诺

方应以股份或现金的方式向上市公司支

付补偿。支付补偿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额度=（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截至当

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现金

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额（如有）×发

行价格）。

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对实际净利润数未达

到预测净利润数的差额，业绩承诺方可

自行选择以现金方式或股份方式予以补

偿。

补偿义务人总体累计补偿金额不超过本

次整体交易对价的 78%；其中，齐海莹、

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的累计补偿金



额不超过本次整体交易对价的 66.35%，

李洪国的累计补偿金额不超过本次整体

交易对价的 11.65%。

齐海莹、周志刚、王璟、宁波鑫歆应当

按照本次交易各自出让标的公司股权的

对价占上述四名补偿义务人出让标的公

司股权总对价的比例先行各自承担相应

的补偿责任，且齐海莹、周志刚、王璟

对宁波鑫歆的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补偿责

任。若累计补偿金额超过了上述四名补

偿义务人在《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中

设定的补偿上限，李洪国承担剩余的补

偿责任，但应以其收到的全部交易对价

为限。

4. 业绩奖励

如标的公司在全部承诺年度内累计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超过全部承诺年度业绩承诺金额总

和，则上市公司应在承诺年度结束并经



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审计后，按照

累计实现净利润超出承诺净利润总和部

分的 50%金额作为奖励对价支付给齐海

莹、周志刚、王璟三名管理层股东，由

三名管理层股东自行协商分配比例，但

三名管理层股东应满足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主动从上市公司离职（因

上市公司以股东身份作出降低三名管理

层股东日常待遇决议而导致其主动离职

的除外）的条件，否则将不予进行业绩

奖励。

本次交易方案已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获

得证监会的受理。

——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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