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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下发的《
关于对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
２０１９】第３３２号），公
司对关注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释义
在本回复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次交易

指

公司、上市公司、凤形股份

指

凤形股份收购康富科技５１％股权（
包括方案调整前，凤形股份收购康富科
技１００％股权）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康富科技

指

康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富有限

指

南昌康富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康富科技１００％股权

吉美乐电源

指

济南吉美乐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泰豪集团

指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泰豪银科

指

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泰豪科技

指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豪军工

指

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康富科技全体股东，包括洪小华、麦银英等４９名自然人

天元律所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评估师、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１－５月

评估基准日、审计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

《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凤形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康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购买资产协议》
凤形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康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指

凤形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康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凤形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康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股份质押协议》

指

凤形股份与洪小华签署的《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洪小华之
股份质押协议》

《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凤形股份与洪小华签署的《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洪小华之
表决权委托协议》

一、关于交易方案
（
一）、请公司结合重组事项筹划情况，说明公司筹划本次交易的背景、终止重组并调整交易方
案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公司最近１２个月相关资产购买情况以及未来１２个月有否收购康富科技剩
余股权的计划或安排。
回复：
１、公司筹划本次交易的背景
公司主要从事耐磨材料的生产与销售，产品用于水泥建材、冶金矿山等周期性行业。 宏观经济
波动会对水泥建材、冶金矿山等行业发展有较大影响，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国家对房地产及产
能过剩行业调控的趋严、产品出口下滑、ＧＤＰ增速的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水泥建材、冶金矿山等周
期性行业出现疲软状态，公司所处的水泥建材等下游行业景气度进一步受到影响。 此外，耐磨材料
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国内生产厂商众多，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面临
较强的竞争压力。 为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及业绩稳定性，公司近年来一直谋求转
型升级开拓其它发展空间较大的产业，以使公司可持续发展。
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的核心竞争力，是行业内技术较为领先的企业。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的营业
收入、净利润将得到一定的提升，业务构成多样化，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规模和盈利能力，增强公
安徽省凤形耐
司持续经营能力，提高公司整体价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７日披露的《
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中第一节 “
一、交易背景及目的”。
２、终止重组并调整交易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推进以来，公司与交易对方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积极磋商重组相关事宜。 在公司尽调过程中，认为未来康富科技船电集成
领域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能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但鉴于上市公司原耐磨行
业正处于初步回暖态势，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金额较大，为降低交易及后续经营风险，保护中
小股东利益，同时对康富科技实际控制人在业绩保障起到一定约束作用。 经交易各方审慎研究并
协商一致，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决定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调整为收购标的公司５１％股权，同时本次收购股权的评估值由重大资产
购买预案中的预估值 ４９，６００ 万元调整为４６，２００万元。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主要系以下三点原因：
①支付对价由４．９６亿元降低至２．３５６２亿元，可大幅降低公司资金压力及财务风险；
②由收购１００％股权改为５１％股权，原实际控制人洪小华仍将保留４９％标的公司股权，有利于
保证标的公司经营的持续性及降低后续整合风险；
③洪小华将所持标的公司４９％股权出质给公司作为全体交易对方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担保，
增加了业绩保障措施，可降低后续业绩补偿风险。
综上，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公司充分调查论证、审慎研究并与相关各方协商一致的结
果，不会构成交易各方违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亦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及财务状况造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公司最近１２个月相关资产购买情况以及未来１２个月有否收购康富科技剩余股权的计划或
安排
公司最近１２个月并未发生过购买相关资产的情况，截至目前，未来１２个月亦没有收购康富科
技剩余股权的计划及安排。
（
二）截至目前，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泰豪集团”）持有公司１３．４７％的股份，为公司第
二大股东。 公开资料显示，泰豪集团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泰豪科技”，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５９０）第二大股东，泰豪集团、泰豪科技董事长均为黄代放，康富科技２０１９年４月收购济南吉美乐
吉美乐电源”）的交易对方江西泰豪军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泰豪军工”）为泰豪科技的子公司，康富科技实际控制人洪小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９年在泰豪科技任职
至公司副总裁。 此外，泰豪集团２０１８年末向康富科技２，６００万元债务提供担保。
１、请公司结合前述事项，说明泰豪集团向康富科技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洪小华持有康
富科技股权有无代持情形，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的依
据是否充分。 请律师、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
１）泰豪集团向康富科技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康富科技提供的资料并经天元律所律师核查，最近三年，泰豪集团为康富科技提供担保
的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类型

最高担保金
万元）
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泰豪集团

康富科技

最高额保证

３，３００

２０１６／５／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是

浦发银行南
昌分行

泰豪集团

康富科技

最高额保证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２０１７／１２／２０

是

招商银行南
昌分行

泰豪集团

康富科技

最高额保证

２，６００

２０１７／７／１８

２０２０／７／１８

否

浦发银行南
昌分行

泰豪集团、洪
小华

康富科技

最高额保证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２０

２０１８／１２／１９

是

招商银行南
昌分行

泰豪集团、洪
小华

康富科技

最高额保证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２／１９

２０１９／１２／１８

否

招商银行南
昌分行

债权人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尚有两笔担保仍在担保期限内，其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根据康富科技提供的资料并经天元律所核查，泰豪集团为泰豪银科的合伙人之一，直接和间
接持有其２８．２６％的份额并控制泰豪银科。 泰豪集团为康富科技提供担保时，其子公司泰豪银科持
有康富科技１，０００万股股份，占康富科技总股本的１５．３５％，系康富科技的第二大股东。
因康富科技除泰豪银科以外的其他股东均为自然人，担保能力有限，且其第一大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洪小华已为康富科技的银行授信提供了个人连带责任担保， 但其信用及可担保额度有限，
授信银行要求其他法人主体提供额外担保，故康富科技请求其第二大股东的母公司泰豪集团为其
提供担保以满足融资需求。 另一方面，泰豪集团子公司泰豪银科为康富科技第二大股东，且具备足
够的担保能力，泰豪集团基于支持康富科技发展，提高自身回报，应康富科技要求，为其提供了相
应担保。
根据康富科技出具的说明，泰豪集团为康富科技提供担保的上述银行授信额度主要系用于康
富科技日常生产经营所需银行承兑汇票的办理，康富科技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向金融机构的借款
均已按期归还，未有不良征信记录，具备按期归还银行借款的能力。 在上述两笔授信额度到期后，
康富科技将筹划采取其他方式以保证流动资金的充足。
经天元律所核查，泰豪银科投资及退出康富科技的历史过程如下：经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４日召开的康
富有限（
系康富科技的前身）股东会决议同意，泰豪银科以２，０００万元投资康富有限，其中５００万元
增加注册资本，其余１，５００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２０１５年６月５日，康富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泰豪银科持有康富科技５００万股。 后经康富科技利润分配每１０股转增１０股，泰豪银科持有康富科技
１，０００万股。 就泰豪银科投资康富有限／康富科技事项，相关方进行了以下约定：
增资协议》，约定了泰豪银科向康富有限增资
①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４日，康富有限与泰豪银科签署了《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就股
的具体事宜；②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康富有限、洪小华与泰豪银科签署了《
份回购事宜做出约定；后分别于２０１７年４月和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康富科技、洪小华与泰豪银科分别签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和《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最终将股份回购条款确定为：如康富
署了《
科技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未能实行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 则洪小华有义务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之前回购泰豪银科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康富科技股份。 如康富科技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已
递交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资料，则上述回购时间可延长，但最长不超过２年。 如在此２年
期间内康富科技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被相关管理部门终止，则洪小华应在终止后１５个
工作日内回购泰豪银科所持股份； 回购价格为泰豪银科的投资额加上每年１０％的资金使用费，减
去泰豪银科已收到的货币分红。
因康富科技未能在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实现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 且泰豪银科将于
２０１９年初进入清算解散程序，无法继续延期并持有康富科技股票，泰豪银科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向
洪小华发出《
回购通知书》，要求洪小华按照双方签署《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约定履行回购泰
豪银科持有的全部康富科技１，０００万股股份的义务。 因此，洪小华与泰豪银科分别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
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按照《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核算后，以２，
４３６万元回购泰豪银科持有的标的公司１，０００万股股份。 经天元律所律师核查，洪小华已于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２５日支付上述股份回购款２，４３６万元，相应股份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过户至洪小华。
因此，康富科技向浦发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人民币２，６００万元授信额度，以及向招商银行南昌
分行申请的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时，泰豪银科均为康富科技的第二大股东。 泰豪集
团为康富科技向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申请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时，泰豪银科已经向洪
小华发出《
回购通知书》，要求洪小华履行回购泰豪银科持有的全部康富科技１，０００万股股份的义
务，但是截至该担保期限开始之日，洪小华对泰豪银科所持的康富科技股份回购义务尚未完成，且
该笔授信和担保为前一笔授信额度和担保的延续，上述担保事项暂时予以延续。
（
２）洪小华持有康富科技股权有无代持情形
经公司向洪小华确认，其持有康富科技股权不存在代持的情形。 同时洪小华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
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本人所持康富科技股份不存在股权代持行为，也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权属
纠纷，不存在可能影响康富科技合法存续的情况。 本人持有的康富科技的股份为实际合法拥有，不
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权属纠纷，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
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亦不存在诉讼、仲裁或其它
形式的纠纷等影响本次交易的情形”。
（
３）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①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不存在《
定的构成关联方的其他情形。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情形，也不涉及交
易对方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公司与康富科技并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②泰豪集团、泰豪科技与康富科技、洪小华的关联关系
（
Ⅰ）洪小华曾任职于泰豪科技，２００９年自泰豪科技离职创办了康富科技的前身，洪小华自离
职创办康富科技至今已１０年。 基于洪小华的背景，泰豪集团了解并较为看好康富科技发展，其管理
的基金泰豪银科也曾经对其进行了财务投资， 但由于泰豪银科于２０１９年初进入清算解散程序，无
法继续延期并持有标的公司股票。 在泰豪集团收购凤形股份部分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的情况
下，为促使凤形股份尽快完成转型升级，实现快速发展，泰豪集团向凤形股份推荐了康富科技，最
终由凤形股份管理层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洪小华协商确认本次交易。 截至本回
复出具之日，洪小华与泰豪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
Ⅱ）根据泰豪科技的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泰豪科技亦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方股
份持有其１９．３１％股权，为泰豪科技第一大股东；泰豪集团持有其１４．８４％股权，为泰豪科技的第二大
股东。 其董事会共７名董事，其中同方股份和泰豪集团各提名了１名董事，同方股份和泰豪集团均不
对泰豪科技财务报表进行合并。 泰豪科技出售吉美乐电源系调整业务布局及军工产品结构，并经
过其董事会全体董事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同时泰豪集团虽曾经为康富科技的关联
方，但仅通过其持有的基金泰豪银科进行财务投资，并不会对康富科技财务报表进行合并，康富科
技实际控制人为洪小华。
（
Ⅲ）本次交易双方为凤形股份与洪小华等４９名股东，交易标的为康富科技，康富科技为洪小
华控制的企业。 由于洪小华等４９名股东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因此其不属于上市公司关联人，同时由
于泰豪集团担任合伙人的合伙企业泰豪银科所持股份已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经洪小华回购， 因此泰
豪集团并不属于本次交易方。 在其以往持有康富科技期间，泰豪集团并非是康富科技实际控制人，
因此不属于凤形股份关联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对手方及交易标的均不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
方，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同时，为进一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泰豪集团作为公司的第二大股
东，基于谨慎考虑，自愿在本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泰豪集团向康富科技提供担保时，泰豪集团担任合伙人的合伙企业泰豪
银科系康富科技第二大股东，为其提供担保具有合理性；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洪小华持有康富科
技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形；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天元律所核查意见：泰豪集团向康富科技提供担保时，泰豪集团担任合伙人的合伙企业泰豪
银科系康富科技第二大股东，为其提供担保具有合理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洪小华持有
康富科技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形；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对于本次交易，除已披露的协议外，公司是否与泰豪集团、康富科技以及洪小华等主体存在
其他协议或者利益安排。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就公司收购康富科技５１％股权事项以及方案调整前公司收购康富科技１００％股权事项，相关方
签署了如下协议：
（
合作意向书》，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了原则性的合
１）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公司与洪小华签署了《
作意向；
（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
２）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公司与全体交易对方签署了《
式购买标的公司１００％股权的具体事宜。 《
购买资产协议》自各方签署后成立并于以下条件全部满
足时（
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生效日）生效：１）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２）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３）本次交易通过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军工事项审查；
（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全体交易对方承
３）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公司与全体交易对方签署了《
诺康富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如业绩承诺期内任何一年
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全体交易对方应当对凤
形股份进行补偿事宜。 《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自各方签署后成立并与《
购买资产协议》同时生效；
（
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洪小华以其持有的授权股
４）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公司与洪小华签署了《
份对应的表决权（
但是洪小华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事项除外）、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
表
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给凤形股份行使。 委托期限自《
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出质股份的出质登记办妥之日或交易对方将公司实际支付的全部预
付款并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退还给公司之日（
以两者先发生之日为准）止。 《
表决权委托协议》自
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
股份质押协议》，约定洪小华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５）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公司与洪小华签署了《
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为本次交易公司在《
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权利的实现提供质押担保事宜，并约
定主债权消灭、质权实现或《
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
１５）个工作日内，公司解除出质股份
的质押并办理完成出质股份的质押注销登记。 《
股份质押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根据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并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调整为收购康富科技５１％股权，为此签署了《
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和《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调整后的交易方案进行了约定。
根据康富科技、洪小华的承诺与说明并经天元律所律师核查，除已披露的上述协议外，公司与
泰豪集团、康富科技以及洪小华等主体间不存在其他协议或者利益安排。
天元律所核查意见：对于本次交易，康富科技与泰豪集团、康富科技以及洪小华等主体不存在
除已披露的协议以外的其他协议或者利益安排。
（
三）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１．７０亿元，本次交易共需支付现金２．３６亿元。 根据约
定，公司应于董事会审议完成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３０日内支付交易对价的５０％，应于标的资产交
割日起１８０日内支付另外５０％交易对价。 公告显示，公司已向交易相关方支付１亿元预付款。
１、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并说明本次交易对公司货币资金使用、资产负
债率以及财务费用的影响。
回复：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２．３５６２亿元，具体资金来源如下：拟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８，７２９．１６万元，本次拟将其中８，０００万元变
８，０００万元（
更用途为支付本次交易对价，其余款项仍用于原募投项目；原募投项目为公司“
绿色制造智能化改
造项目”，本着不增加产能的原则，对公司现有车间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升级改造项目已过半，经测
算，公司自筹资金可完成后续项目执行及所需投入。 鉴于原项目周期较长，且目前无大额资金需
求，为提供资金利用率，拟将募集资金中８，０００万元用于本次交易，其余资金仍投入原项目。 ）、银行
贷款１．５６亿元（
其中银行并购贷款１．４亿元，流动资金贷款１，６０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度公司的银行授信总
额度达到了８．８亿元，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公司已使用的授信额度不足２亿元，具有足够的银行授
信，且目前已与合作银行初步达成并购贷款意向），前期已支付的自有资金将在并购贷款发放后进
行替换。
本次交易拟使用募集资金及银行贷款支付，对公司正常经营资金不会造成影响。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
月３１日，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股权收购款１亿元，根据约定，公司应于董事会审议完成本次交
易事项之日起３０日内支付交易对价的５０％，即尚需支付１，７８１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公司货币
资金余额１．６８亿元，且应收票据余额９，０３２万元，公司支付能力充足。 根据约定，公司应于标的资产
交割日起１８０日内支付另外５０％交易对价共计１．１８亿元，公司将使用并购贷款全额支付，并替换部
分前期已支付的自有资金。 交易完成后，公司增加长期贷款（
５年期）１．４亿元。
本次交易前，截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４４．０８％，公司负债中包含无需货币资金
偿还的递延收益２．２亿元，在资产负债表中扣减该笔递延收益后真实负债率仅为２７．７１％。 若本次交
易完成，公司预计资产负债率不超过５２％，扣减２．２亿元递延收益后资产负债率不超过４３％，公司资
产负债率处于合理范围内。
本次交易主要产生１．４亿元并购贷款，５年内无需偿还本金，预计每年产生财务费用７６２万元，标
的公司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３，３００万元、４，２００万元、５，１００万元，总计１．２６亿
元。 收购完成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扣减本次交易贷款利息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预计可提高净利润不
低于１，３８０万元、１，８３９万元。 同时康富科技现金流状况一直保持良好，过去两年经营净现金流均高
于净利润（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净现金流分别达到３，９６９万元、２，５７９万元），交易完成后康富科技经营现
金流可完全覆盖贷款利息。
２、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请公司说明在董事会审议后３０日内拟支付５０％交易
对价、截至目前已支付１亿元预付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相应预付款有否商业实
质，公司如何确保资金安全。 此外，请说明前述预付款的支付时间、支付对象以及相关预付款约定。
回复：
在公司与标的公司洽谈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为全国股转系统创新层挂牌企业，其股票具有
较好的流动性且标的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亦通过发行股票顺利融资。 为完成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需首先完成全国股转系统的摘牌工作，如无法顺利完成交易，对标的公司后续发展将带来一定负
面影响，且股东所持股票之流动性也将大幅降低。 因此，交易对方提出了需支付一定预付款以降低
其交易风险的合理诉求。 为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保证交易各方利益，经各方协商一致，公司
与洪小华、麦银英等４９名自然人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签署了《
购买资产协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第一
笔预付款人民币１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三（
３）日内，由上市公司一次性向交易对方
支付：
《
购买资产协议》
、《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已经签署成立；
（
１）
（
占康富科技总股
２）上市公司与洪小华就洪小华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股份（
本的２９．１５９０％，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
下称“
授权股份”）对应的表
决权（
但是洪小华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事项除外）、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
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给上市公司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已经签署生
效；
（
占康富科技股本
３）上市公司与洪小华就洪小华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４３，８１６，０００．００股股份（
总额的６７．２４３７％，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
下称“
出质股份”）质押给
上市公司的《
股份质押协议》已经签署生效；
（
４）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上市公司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满足后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有
利于上市公司锁定标的，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具有合理性。
近期上市公司现金收购案例中，交易协议中约定预付部分交易对价的案例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法兰泰克

美吉姆

道恩股份

证券代码

交易标的

６０３９６６

国电大力７５％股
权

００２６２１

美杰姆１００％股
权

００２８３８

海尔新材８０％股
权

不超过２年，如在此２年期间内公司转板被相关管理部门终止，则丙方应在终止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回
购甲方所持股份。 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价格为甲方的投资额加上每年１０％的资金使用费，减去甲方
已收到的货币分红。
由于目标公司未能在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实现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 且泰豪银科将于
２０１９年初进入清算解散程序，无法继续延期并持有目标公司股票。 因此，经泰豪银科投资决策委员
会讨论决议，特向洪小华先生发出此《
回购通知书》，要求按上述协议约定，履行回购泰豪银科持有
全部目标公司股份的义务。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转让价款计算公式为：
根据《
“
转让价款＝增资价款＋增资价款×回购利率×乙方缴清增资价款日到回购日天数／３６５一乙方持
有目标公司股份期间从目标公司以现金形式分得的税后股利。
其中增资价款为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回购利率为１０％／年；泰豪银科缴清增资价款日为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７日，回购日经协商定为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共计１６１７日；泰豪银科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期间共计从目
标公司分的现金股利人民币４５０万元。
即回购价款＝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１６１７／３６５－４５０＝２，４３６万元”。
③定价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整体评估或估值
情况

序号

事件

１

２０１８年６月， 康富科技向自然人麦
银英、林耀江、梁正茂及公司股东、
监事汪萍发行７１６万股， 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３，２２２万元

２

２０１９年１月， 洪小华向泰豪银科履
行回购义务，泰豪银科将持有的康
富科 技１，０００万股 股 份 以 ２，４３６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洪小华

本次交易整体估
值

差异原因

２９，３２２万元

４６，２００万元

估值方法、估值时点不同所致。
２０１８年６月定向发行价格为康富科
技与认购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估
值参考收益法评估值。

１５，８７２．９７６万元

４６，２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月股份转让价格为交易双
方根据回购协议确定，本次交易估
值参考收益法评估值。

本次交易估值较标的公司２０１８年６月股票发行价格，整体估值增长约５７．５６％，但根据大华会计
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
２０１９］００１００７５号），标的公司
２０１７年实现净利润１，５４３．４２万元，２０１８年实现净利润２，５６２．９３万元， 标的公司２０１８年业绩增长达
６６．０６％，业绩增长高于整体估值增长。 此外，为体现本次交易的公允性，本次交易估值参考第三方
机构的评估值，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１００％股权评估值为４６，２００．００万
元。 同时，在标的公司在本次股权系统终止挂牌前６个月的平均市值亦达到了５１，１９８．２３万元，高于
本次交易价格４６，２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月， 洪小华回购泰豪银科股票价格是基于交易双方事前所签署的回购协议执行，与
２０１８年６月发行股票及本次交易估值基础均不同，为事前约定价格。
综上，本次交易估值与标的公司２０１８年６月股票发行价格、泰豪银科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股票转让价格
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
２）本次重组交易对价的公允性
资产评估报告》，在《
资产评估报告》基础上，由交易双
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方协商确定，符合商业规则。
本次交易中， 拟购买的标的公司１００％股权的交易作价为４６，２００．００万元， 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４６，２００．００万元。
①本次交易作价的市盈率、市净率情况
根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承
诺：标的公司在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３，３００万元、４，２００万元、５，１００万元。
康富科技的估值水平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万元）
承诺利润（

３，３００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２１年度

４，２００

５，１００

业绩承诺期平均承诺净利润（
万元）

４，２００

本次交易作价（
万元）

４６，２００

平均交易市盈率（
倍）

１１．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

净资产（
万元）

１１，９０８．９８

市净率

３．８８

注１：净资产为康富科技经审计的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
注２：市盈率＝交易价格／业绩承诺期平均承诺净利润；
注３：市净率＝交易价格／净资产。
②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水平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年修订）》，标的公司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业务所属行业是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业。 截至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
市净率情况如下：

交易对价（
万元）

预付款约定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市净率

１

浙富控股

００２２６６

７８．３３

２．８７

１８，８１０．００

在《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上市公司将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２０％支付给交易对
方；

２

科泰电源

３００１５３

１２６．８３

２．５５

３

通达动力

００２５７６

９６．４２

２．１９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 启星
未来应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６．６亿元 （
占
交易对价比例２０％）

４

禾望电气

６０３０６３

２５，７９６．４６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 甲方
向乙方支付本次标的公司８０％股权转让
对价的６３．７５％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现金购买资产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符合行业惯例，为便于锁定交易标
的，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资产购买方通常在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或生效后一定期间支付一定
比例的预付款。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预付款支付条件，符合行业惯例，具有商业实
质。
为保证资金安全，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约定了严格的支付条款，其中包括：
占康富科技总股本
①上市公司与洪小华就洪小华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股份（
但是洪小华就本
的２９．１５９０％，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次交易进行表决事项除外）、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
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给上市公司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已经签署生效；
占康富科技股本总
②上市公司与洪小华就洪小华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４３，８１６，０００．００股股份（
额的６７．２４３７％，包括上述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质押给上市公司的《
股份质押
协议》已经签署生效。
通过上述措施，上市公司亦能够保证本次交易预付款资金安全。
公司与洪小华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签署的《
合作意向书》的约定：“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
起贰个工作日内，甲方（
指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乙方（
指洪小华）支付保证金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
如乙方无法促成康富科技全体股东（
包括康富科技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届时的全体股东，下同）
就本次交易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本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未签署正式资产购买协议或相关部门未核
准本次交易，则本次交易终止，乙方需在甲方指定期限内全额退还甲方支付的保证金并加算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 如由甲方原因造成本次交易无法完成，则甲方需补偿乙方因本次交易所产生的相
关费用， 如由乙方原因造成本次交易无法完成则乙方需补偿甲方因本次交易所产生的相关费
用。 ” 根据《
合作意向书》约定，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向洪小华支付了保证金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
根据交易双方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分别签署的《
购买资产协议》以及《
购买资产协
购买资产协议》向交易各方支
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为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上市公司按照《
付本次交易预付款人民币１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其中，上市公司根据《
合作意向书》向洪小华支付的保证
金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转为预付款，冲抵预付款中应支付给洪小华的部分价款。 若《
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正式生效，上市公司向交易各方支付的预付款人民币１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全部冲抵首期交易
价款。 若《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最终未生效或被终止的，则交易各方应在该事实确认后十五
（
１５）日内将上市公司支付的全部预付款并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退还给甲方。 就上市公司应支付
的预付款以及各期交易价款，上市公司按照交易各方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向交易各方另行
指定的银行账户进行支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公司分别收到了标的公司４９名股东所签发的《
指定支
付账户通知函》共计４９份，公司依据《
购买资产协议》以及标的公司各股东《
指定支付账户通知函》
合作意向书》向洪小华支付的
所指定之账户，已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支付了预付款５，０００万元，根据《
保证金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转为预付款。
（
四）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确认一定金额的商誉。 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形成商誉
的计算过程、金额和确认依据、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提示商誉减值风险。
回复：
１、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形成商誉的计算过程、金额和确认依据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一企业合并》第二条规定，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上市公司购买标的公司５１％股权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上市公司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一企业合并》中有关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原则进行账务处理。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一企业合并》第十三条规定：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
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一企业合并》第
十四条规定：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指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
值减去负债及或有负债公允价值后的余额。 根据上述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商誉计算过程及金额如
下：
项目

计算公式

金额

合并成本（
万元）

Ａ

２３，５６２．００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万元）

Ｂ

６，６８５．３１

商誉（
万元）

Ｃ＝Ａ－Ｂ

１６，８７６．６９

２、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要在未来每年年度终
了做减值测试。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号一资产减值》的规定：“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
本次交易中，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可收回金额主要与本次交易过程中康富科技未
来期间的经营业绩相关。 若康富科技未来期间经营业绩未达到本次交易中以收益法评估测算所依
据的各期净利润预测值， 将可能会引起康富科技作为整体资产组未来期间自由现金流量降低，进
而导致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与康富科技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上市公司将会因此产生商誉减值损失，从而直接减少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当期的
利润，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３、充分提示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资产购买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
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部分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该等商誉不作摊销处
理，但需要在未来每年会计年度末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确认一定金额的商
誉，若标的公司未来经营情况未达预期，则相关商誉将出现减值风险，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造
成较大不利影响。
（
五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公司与洪小华签署了《
表决权委托协议》，洪小华将康富科技２９．１６％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
但是洪小华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事项除外）、提名和提案权等非财产性权利委托
公司行使。 请公司说明前述协议是否仍然有效，说明前述协议对康富科技审议本次交易的具体影
响。
回复：
根据公司与洪小华签署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第２．２条之约定，洪小华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将其
所持康富科技股份中的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股份（
占康富科技总股本的２９．１５９０％，包括上述股份因配
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但是洪小华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事项除外）、提
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
公司行使，其“
委托期限自本协议（
〈
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出质股份（
即洪小华拟出质给
公司的、其持有的标的公司４３，８１６，０００．００股股份（
占康富科技总股本的６７．２４３７％，包括上述股份因
配股、送股、转增股等而增加的股份））的出质登记办妥之日或交易对方将凤形股份实际支付的全
以两者先发生之日为准）止”，以及第１０．２条之
部预付款并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退还给公司之日（
约定“
本协议可因以下原因终止：委托期限到期……”，洪小华委托公司行使相应股份表决权等权
利系出质股份出质给公司前的担保措施，出质股份办妥出质登记后，该等相应股份表决权等权利
的委托期限即届满，《
表决权委托协议》也将相应终止。
根据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赣昌）内股质登记设字［
２０１９］第
表决权委托协
２２９６４１９５号， 洪小华与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就出质股份办妥出质登记， 因此，《
表决权委托协议》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起终止。
议》中就授权股份的委托期限已经届满，上述《
根据《
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洪小华作为康富科技股东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系委托表决的例
外，该等事项的表决权仍由洪小华自行行使。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康富科技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凤形股份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公司５１％股权的议案》，洪小华审议上述
经调整后的交易方案时，相关股份表决等全系的委托期限已经届满，洪小华享有相应股份完全的
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未对本次交易的审议产生影响。
二、关于评估定价与业绩承诺
（
六）本次交易康富科技每股转让价格为７．０９元，较２０１８年６月康富科技第三次股票发行时每股
４．５０元的发行价格增长５７．５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泰豪银科将持有的康富科技１，０００万股股份以２，４３６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洪小华，每股转让价格为２．４３６元。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５月期间，洪小华分别与６家
做市商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受让６家做市商持有的康富科技股份共计２８５．１０万股。
１、请公司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与康富科技２０１８年６月股票发行价格、泰豪银科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股票
转让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此外，请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与洪
小华回购股份实际价格的差异情况及其合理性。
回复：
（
１）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与康富科技２０１８年６月股票发行价格、泰豪银科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股票转让价
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康富科技２０１８年６月股票发行
康富科技２０１８年６月披露《
股票发行方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实现公司的战
略目标，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３，４０２万元，用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南昌康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科技园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自然人麦银英、林耀江、梁正茂及公司监事汪萍。 本次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含７，５６０，０００股），预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３，４０２万元（
含人民币３，４０２万元）。
７，５６０，０００股（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１．７９元，每股收益为０．２７元。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３月完成最近一次股票发行，发行价格为４．３６元／股。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拟定为每股人
民币４．５０元，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且高于前次股票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综合考虑公司
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前次股票发行价格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 ”
②泰豪银科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股票转让
增资协议》及《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如下回购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洪小华与泰豪银科签署《
条款：
“
如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之前未能实现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则丙方有义务在２０１７年
８月３１日之前回购甲方所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公司股份。 如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已递交转板
资料，则上述回购时间可延长，但最长不超过２年，如在此２年期间内公司转板被相关管理部门终
止，则丙方应在终止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回购甲方所持股份。
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价格为甲方的投资额加上每年１０％的资金使用费，减去甲方已收到的货币
分红。 ”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将之前的回购条款修订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４日，洪小华与泰豪银科签署《
为：
“
如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未能实现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则丙方有义务在２０１８年
８月３１日之前回购甲方所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公司股份。 如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已递交转板
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资料，则上述回购时间可延长，但最长不超过２年，如在此２年期间内公
司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被相关管理部门终止，则丙方应在终止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回购甲
方所持股份。
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价格为甲方的投资额加上每年１０％的资金使用费，减去甲方已收到的货币
分红。 ”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将之前的回购条款修订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洪小华与泰豪银科签署《
为：
“
如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未能实现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则丙方有义务在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回购甲方所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公司股份。 如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已递交转
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资料，则上述回购时间可延长，但最长不超过２年，如在此２年期间内
公司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被相关管理部门终止，则丙方应在终止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回购
甲方所持股份。
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价格为甲方的投资额加上每年１０％的资金使用费，减去甲方已收到的货币
分红。 ”
回购通知书》：“
如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未能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泰豪银科向洪小华发出《
实现转板或上市并公开发行股份，则丙方有义务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回购甲方所持有的全部或
者部分公司股份。 如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已递交转板资料，则上述回购时间可延长，但最长

７７．６９

１．７８

平均值

９４．８２

２．３５

标的公司

１１．００

３．８８

注１：市盈率根据评估基准日每股收盘价除以２０１８年度每股收益计算得出；
注２：市净率根据评估基准日每股收盘价除以２０１８年末每股净资产计算得出；
本次交易标的市盈率远低于行业平均市盈率， 本次交易标的市净率略高于行业平均市净率，
总体来看，本次交易作价较为谨慎，充分保证了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现有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③可比交易的市盈率水平
根据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重组案例，可比交易对应的交易市盈率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定价（
万
元）

业绩承诺期平均承诺
利润

市盈率

１

航天长峰

长峰电源１００％股权

９６，１０５．７９

７，２３１．０７

１３．２９

２

永泰长征

重庆源通６５％股权

１０，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０．４１

３

英华洛

联宜电机１００％股权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５，８４３．３１

１１．９８

４

大洋电机

上海电驱１００％股权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

可比交易平均市盈率

１３．９４

本次交易

１１．００

注１：市盈率＝标的资产定价÷（
业绩承诺平均承诺利润×收购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根据上表，从可比案例角度，本次交易估值处于行业区间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估值相对合
理。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备考报告》，本次完成后，２０１９年１－５月上市公
司每股收益将提高至０．４４元／股，增幅２９．４１％，２０１８年度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将提高至０．６４元／股，增幅
８２．８６％。
综上，本次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本次交易定价与洪小华回购股份实际价格的差异情况及其合理性
股份转让合同》，鉴于东莞证券新三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日，洪小华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板做市业务年底清算计划， 洪小华同意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前受让东莞证券所持股份，“
转让数量为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康富科技的做市库存股４９１，０００股；最终转让价格＝甲方获取股票成本
（
为２０１６／８／２４至２０１８／１２／３１持有天数）＋１０％＊股票
２．８０元／股）＋１０％＊股票成本（
２．８０元／股）＊８５９／３６５（
成本（
（
实际转让日－２０１８／１２／３１）／３６５］－甲方持有标的股份期间每股获得的分红。 ”（
最
２．８０元／股）＊［
终计算价格为２．６８元／股）
关于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做市转让变更为集
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康富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合竞价转让的议案》；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康富科技披露《
关于变更股票转让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
的提示性公告》，于５月２０日起由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
鉴于上述转让方式变更，各家做市商拟将其为做市目的所合法持有的康富科技股份进行转让
处置，康富科技提出年化１０％收益方案，万和证券、财富证券予以采纳，价格为２．６８元／股；国信证券、
中信证券综合考虑做市期间的二级市场交易及做市商成本情况，友好协商决定价格为２．９元／股；申
万宏源由于做市库存股数量较少，考虑成本分摊问题，友好协商决定价格为３元／股（
扣除分红后）。
股份转让合同》，“
转让数量为万和证券
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洪小华与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康富科技的做市库存股４９１，０００股；最终转让价格＝甲方获取股票成本（
２．８０元／
股）＋１０％＊股票成本 （
为２０１６／８／２４至２０１８／１２／３１持有天数）＋１０％＊股票成本
２．８０元／股） ＊８５９／３６５ （
（
（
实际转让日－２０１８／１２／３１）／３６５］－甲方持有标的股份期间每股获得的分红。 ”（
最终计
２．８０元／股）＊［
算价格为２．６８元／股）；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洪小华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数
量为２０９０００股，转让价格为每股３．５元／股（
签署后产生现金分红扣除，即每股３元／股）；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
日，洪小华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数量为５０５０００股，转让价格为每股
股份转让协议》， 转让数量为
２．９元／股；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７日， 洪小华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６０９０００股，转让价格为每股２．９元／股；２０１９年５月，洪小华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友好协商，以
每股２．６８元／股的价格受让财富证券持有的康富科技做市库存股（
５０１０００股）。
上述股份转让，东莞证券、万和证券、财富证券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通过盘后交易方式完成，国信
证券、中信证券、申万宏源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通过盘后交易方式完成。
本次交易定价与洪小华回购股份实际价格的差异原因主要系本次交易估值参考收益法评估
值，上述回购主要系洪小华与做市商双方协商，参考做市商取得标的公司股票的成本并考虑一定
年化收益确定。 上述回购中，各做市商均履行了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基本认可了年化收益率１０％的
收益保障方案，同时国信证券、中信证券和申万宏源考虑了二级市场交易、成本等因素后进一步提
高了回购价格。 上述回购系标的公司正常履行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主要程
序，洪小华完成上述回购时本次交易尚未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回购价格的确定原则与本次交易的
估值方法不同且不具有相关性。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定价与洪小华回购股份实际价格是合理的。
２、除前述对比外，请说明康富科技最近三年增资价格或股权转让价格相较于本次交易作价是
否存在较大差异，如存在较大差异，请说明原因与合理性。
回复：
除上述对比外，康富科技最近三年增资或主要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整体评估或估值 本次交易整
情况
体估值

序号

事件

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康富科技向自然人吴墀
衍发行３００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１，３０８万元

２５，２８８万元

时间

１

２０１９－０３－２６

２６，０００

成交量（
股）

２１４，２４０

２

２０１９－０３－２７

２，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９－０３－２８

１６，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９－０３－２９

５

成交金额（
元）

总市值
（
万元）

平均成交价格（
元／股）

５３，６９１．８４００

１６，４８０

８．２４

５３，６９１．８４００

１３１，８４０

８．２４

５３，６９１．８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６，４８０

８．２４

５３，６９１．８４００

２０１９－０４－０１

２，０００

１５，８３０

７．９

５１，６０６．７２００

６

２０１９－０４－０４

５，０００

４０，８３０

８．１７

５３，２３５．７２００

７

２０１９－０５－２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５２，１２８．００００

８

２０１９－０５－２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５２，１２８．０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３０，０００

８．０３

５２，３２３．４８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２，５８０．００００

１１

２０１９－０６－０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２，５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９－０６－０６

１０４，０００

５４６，０００

５．２５

３４，２０９．００００

１３

２０１９－０６－１０

３５，０００

２６９，５００

７．７０

５０，１７３．２０００

１４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６００

８．０６

５２，５１８．９６００

２，２２３，０００

１７，４６６，８００

７．８６

－－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１００％股权评估值为４６，２００万元，由于标的公司前六个月股票换手率低，
流动性一般，其市值不能完全代表标的公司的公允价值，本次交易参考评估值进行定价，不存在被
高估的情形。
（
七）交易对方承诺康富科技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３，３００万元、４，２００万元、５，
１００万元。 康富科技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前５月分别实现净利润１，５４３．４２万元、２，５６２．９３万元、１，
００５．０６万元。康富科技主营高效环保发电机及船电集成系统解决方案，其发电机产品主要应用于柴
油发电机组。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业年复合增长率仅５％，我国柴油发电
机组市场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下降。 请公司结合康富科技行业发展情况、截至目前最新经营数据、
在手订单情况及执行情况等，说明康富科技承诺前述承诺业绩、收益法预测收入的依据及可实现
性，说明承诺业绩较历史业绩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１、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最新经营情况
康富科技２０１９年１－７月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１２，５８０．１０万元， 净利润１，５８７．７１万元， 分别占
２０１９年预测收入的４６．５０％和２０１９年预测净利润的４８．３７％。 根据历史收入情况，２０１８年标的企业合
并口径１－７月实现营业收入占比３５％左右，且康富科技军工产品收入主要集中于第四季度，船电集
成业务及高价值电机收入亦主要集中于下半年，故２０１９年业绩预测可实现性较高。
２、在手订单以及意向订单合同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康富科技已签署的在手订单及意向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已签署在手订单金额

意向订单金额

合计金额

不含税）
２．８４（

不含税）
３．７７（

不含税）
６．６１（

康富科技合并口径未来收入预测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合计

２０１９年６－１２
月
１８，１７９．４７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４年

２０２５年及以
后

３４，５２４．１１

４０，８０４．８３

４５，８７１．２８

４８，８９２．７９

５１，１７２．４３

５１，１７２．４３

船电 民 品 业 务 －
５，５９０．２５
船电集成系统

１２，４２３．６３

１５，５２９．５４

１７，８５８．９７

１９，６４４．８６

２０，６２７．１１

２０，６２７．１１

船电 民 品 业 务 －
３，０５０．２１
船用发电机

６，８５３．７９

７，５３９．１７

８，２９３．０９

８，７０７．７４

９，１４３．１３

９，１４３．１３

陆用 民 品 业 务 －
８１９．４７
陆用发电机

１，４３９．８７

１，５８３．８６

１，７４２．２４

１，８２９．３５

１，９２０．８２

１，９２０．８２

军品发电设备

７，０１９．５３

１０，５０６．８２

贸易业务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其他业务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８５２．２７

数据来源：ｉＦｉｎｄ，海关总署
②下游行业快速发展
Ａ、船舶配套产业能力逐步提升
从船用市场情况来看，中国船舶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比重正在明显上升，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 船舶配套产业是船舶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船
舶工业综合竞争力。 船舶配套产业涉及面广、产品种类多，其中船用设备价值量最大，占全船总成
本的４０％－６０％，是船舶配套产业发展的核心。
随着我国船舶工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船用设备发展滞后问题更为突出，已成为制
约造船强国建设的主要瓶颈。 突出表现在，船用设备产业链不完善，研发能力亟待全面加强，本土
品牌产品竞争力薄弱，系统集成和打包供货能力不足，缺乏规模实力雄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强
企业。 实现造船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提高船用设备研制与服务能力，全面突破船舶配套产业
发展瓶颈。 工信部发布《
船舶配套产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提出以推动船舶配套产
业链和价值链双升级为主线，实施“
五大工程”，做强优势产品，改善薄弱环节，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优势的专业化船舶配套企业和系统集成供应商，全面提升我国船用设备核心发展能力，做大做强
我国船舶配套产业。 要提升本土化船用设备装船率，到２０２０年，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三大主流船
型本土化船用设备平均装船率达到８０％以上， 高技术船舶本土化船用设备平均装船率达到６０％以
上，船用设备关键零部件本土配套率达到８０％。 部分产品已实现批量装船的船用中高速机、电力推
进系统、甲板机械等产品，重点提升质量品牌竞争力，扩大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 近年全球性船配
产业向中国转移趋势明显，国内船舶配套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期。 ２０１８年，全国规模以上船舶配
套企业实现收入５５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１％；实现净利润２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５％。
船电集成业务为标的公司新兴业务，亦是未来主要拓展方向，自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开始研发相关产
品，２０１８年正式推向市场，取得较好效果，预计未来可保持不低于３０％增值率。 在行业细分领域，标
的公司船用发电机及配套系统在大型渔船尤其是远洋捕捞鱼船市场中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目
前中国机动渔船总载重保有量基本保持稳定，船配设备市场主要来自于存量船舶的更新换代。

数据来源：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
Ｂ、军工装备制造行业迎来加速发展
从军工装备制造行业看，近年以来，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及现代新型武器装备建设一直受到国
家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我国国防军费开支占经济总量比重低。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提高和国际
局势的变化，我国军费开始恢复性增长，一方面补偿过去在军事领域投入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为了
跟上当前军事科技发展步伐和适应新形势战争的需要；同时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等国际不安定因
素影响下，为保障和平发展环境，也需要大力发展军备。 随着中国迎来军工现代化的加速阶段，军
工国产化率要求也不断提高，高端军用柴油发电机组需求将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差异原因

８．２４

合计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工业建设、资源开发、交通运
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启，作为基建必不可少的发电机组，对外出口预计
输等的强劲需求，以及我国“
将大幅增长。 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供电保障要求也越来越高，未来３－５
年，伴随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投入、移动通信需求的增长、国家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等，对高技术含量、高可靠性的备用电源产品的需求预计将会有较大的增长。
（
Ⅱ）行业发展前景
①全球市场需求持续稳定增长
在全球新兴经济体经济较快增长的背景下，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全球需求也将不断释放，呈现
稳定增长。 根据Ｎａｖｉｇ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研究机构预测，预计到２０２４年，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市场收益将增
至６７５亿美元。 大部分新增需求来自中国、中东、东南亚、非洲产油国、拉美等新兴经济体以及矿产
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全球发电机组市场规模将持续保持增长势头。
新兴市场的发电机及发电机组以进口为主，其中中国是该类地区的主要出口国。 该类地区进
口需求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价格和交货时间，由于中国生产的发电机及发电机组产品的质量和外观
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成本与比国际品牌比相对较低，故中国发电机产品在该类地区有较大
的竞争优势。

估值方法、估值时点不同所致。 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定向发行价格为康富科技与认购方协
４６，２００万元
商确定， 本次交易估值参考收益法评估
值。

本次交易估值与标的公司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发行股票价格存在较大差距，但两次交易相距时间较长。 估
值基础 （
标的公司２０１８年实现净利润２，５６２．９３万元，２０１５年及２０１６年分别仅实现净利润１，３９４．９９万
元、１，５５５．７４万元）、时点、方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定向发行价格为康富科技与认购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
估值参考收益法评估值）均不相同，本次交易价格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发行股票价格存在差异具有合理
性。
３、请结合康富科技在股权系统终止挂牌前６个月的市值和流动性、股票交易价格等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定价高估的情形。
回复：
标的公司在股权系统终止挂牌前６个月的市值和流动性、股票交易价格等情况如下：
序号

（
１）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康富科技的主营业务为高效环保发电机及发电机组、船电集成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制造、销
售与服务。
康富科技的发电机产品主要应用在船舶、军工、特种等领域。 其发电机组产品主要由康富科技
子公司吉美乐电源生产，主要为军用柴油发电机组，销售对象通常为军工配套企业，最终用户为军
方。
船电集成系统解决方案是康富科技依托在船用发电机领域的良好口碑开拓的创新盈利模式，
主要包括船电自动化系统、船舶通讯与导航系统、船务管理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船岸数据交换系
统以及特种功能系统等。 康富科技多年以来一直渗透船舶行业细分市场，基于与船舶设计院、船厂
及船东的长期深入合作，具备丰富的产业链上下游客户资源及较强的议价能力，积极开拓船电集
成市场，创新公司盈利模式，打造船电集成系统客户需求生态圈。
（
２）标的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
Ⅰ）行业发展概况
标的公司所属行业是发电机及发电机组行业，其所生产的产品以柴油发动机驱动为主，属于
中小型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柴油发电机组的下游应用领域较为广泛， 下游应用行业包括通信、军
工、电力、油气开采、煤矿与金属矿采掘、高速公路、铁路、港口、船舶、冶金、房地产等国民经济的各
行各业。 因此，发电机组的市场规模依赖于其下游应用行业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单个下游应用行
业的起伏难以对发电机组行业产生较大冲击，但国家政策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可能对发电机组
的下游整体需求产生影响。
近年来，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的柴油发电机组总体市场规模仍然
保持持续增长，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进程对备用电源的需求增长；
第二，新增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移动电源和自备电源的需求；第三，通讯、电力、交通运输、资源开
发、国防等要害部门对自备电源、备用电源和移动电源的配置及持续更新换代需求；第四，落后地
区电网普及率仍然较低，而电力需求却在不断的增长，因此柴油发电机组作为自备电源和替代电
源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１４，６７６．９８

１５，４１０．８３

１６，１８１．３７

１６，１８１．３７

注：２０１９年６－１２月增长率参考２０１９年１－５月实现收入计算
上述各类业务预测主要是基于康富科技的业务发展规划以及在手订单情况。 ２０１９年虽然增长
较高，但已是保守预测，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在手合同已达到全年营业收入预测值，且可签意向订单也
基本可覆盖２０２０年业绩。 康富科技除２０１９年增长率较高外（
全年３１．５４％），２０２０年后增长率预测均
呈下降趋势，属于合理范围内（
具体未来收入预测情况依据详见本公告第十题回复内容）。 其中由
于康富科技船电集成系统在手订单较多，对收入预测影响较大。 截至评估基准日，此业务在手订单
金额合计１．４２亿元，预计在２０１９年６－１２月可实现收入５，５００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此业务订单
已完成金额约６００万元，已发货及备产金额约２，８００万元，占此业务２０１９年６－１２月可实现营业收入
金额的６０％左右）。
由于标的公司的发电机－船品、 陆用民品和军品业务仍在接受订单， 在手订单可实现性均较
强，故收入预测具备可实现性。
３、标的公司业务、行业和竞争优势

数据来源：ｉＦｉｎｄ，国家统计局
综上所述，根据最新的收入利润情况以及在手订单执行情况和行业分析，标的企业的承诺利
润具有较高的可实现性。
（
八）本次交易业绩承诺采用现金补偿，洪小华将其持有的康富科技４９％股权出质给公司作为
全体交易对方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担保。 请公司说明在康富科技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况下，前述
质押股权的价值是否足以保障相应补偿义务，公司保障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的措施是否充分。
回复：
１、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
全体交易对方）签订的《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
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在业绩承诺期内，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任何一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则交易对方需就利润差额对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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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金额；
根据上述业绩补偿计算公式，业绩补偿义务人累积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即２３，
５６２．００万元。
２、业绩承诺保障措施
按照公司与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
全体交易对方）签订的《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
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如标的公司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况下，则交易对方需以现金方式补偿。 本次
交易对方为４９名自然人，其将对上述协议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如交易对方不足额履行上述协议，公
司可对其个人财产进行追偿。 其中，实际控制人洪小华个人财务状况良好，且无任何不良信用记
录，本次交易亦可获得交易对价８，４２８．５９万元，支付能力充足。
同时，为确保公司在《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及《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的各项权
利， 洪小华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４９％股权出质给公司作为全体交易对方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担
保。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康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１２４５号），截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康
富科技评估值为１３，１６８．８２万元，标的公司４９％股权对应的价值为６，４５２．７２万元；按照收益法评估，
康富科技的评估值为４６，２００．００万元，标的公司４９％股权对应的价值为２２，６３８．００万元。 如不发生极
端情况，该担保物价值将在６，４５２．７２万元至２２，６３８．００万元区间，具备较强的担保能力。
综上，交易对方需对业绩补偿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且前述质押股权的亦具有较强的担保
能力，公司保障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的措施充分。
三、关于交易标的
（
九）康富科技于２０１９年４月与泰豪军工签署协议，以现金７，０００万元收购其持有的吉美乐电源
１００％股权，前述收购于２０１９年５月完成。
１、吉美乐电源１００％股权交易作价占康富科技２０１８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４６．７１％，请公司结合收
购吉美乐电源对康富科技资产负债结构、盈利能力的影响，说明前述收购对本次交易估值及定价
的主要影响。
回复：
（
１）收购吉美乐电源对康富科技资产负债结构、盈利能力的影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
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
２０１９］００１００７５号）
以及标的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财务报告，收购吉美乐前后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盈利能力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５月

项目

收购吉美乐前

收购吉美乐后

增减率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度
收购吉美乐前

收购吉美乐后

增减率

资产总额

２４，０４５．８５

２６，５９０．４２

１０．５８％

２３，６４１．９９

３２，７０６．７１

３８．３４％

负债总计

１１，９４１．０５

１４，６８１．４５

２２．９５％

９，１５６．３９

１７，７２０．６９

９３．５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１０４．８０

１１，９０８．９８

－１．６２％

１４，４８５．５９

１４，９８６．０２

３．４５％

营业收入

７，９１２．９９

８，８７４．１６

１２．１５％

１５，８０９．０６

２０，５６７．２４

３０．１０％

８７７．２０

１，００５．０６

１４．５８％

２，０２６．６０

２，５６２．９３

２６．４６％

净利润

（
２）前述收购对本次交易估值及定价的主要影响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对吉美乐电源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由于本次交易中收益法采
用合并口径进行了评估， 评估机构单独对吉美乐电源评估所有者权益价值进行了收益法测算，评
估及测算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资产基础法

６，８３６．２５

７，４７５．９８

收益法（
测算）

６，８３６．２５

６，９８６．６２

根据评估及测算结果，本次交易中吉美乐电源评估值与前次收购中交易作价基本一致，不存
在重大差异。
２、 请结合交易筹划情况， 说明康富科技收购吉美乐电源与公司本次交易是否属于一揽子交
易，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康富科技收购吉美乐电源主要为拓展军工业务市场。 吉美乐电源为标的公司的下游企业，标
的公司为吉美乐电源提供军用发电机产品，且吉美乐具备较好的军工业务市场。 通过收购吉美乐
电源，标的公司将拥有具备完整军工资质的业务平台，且可从向下游提供配套产品到可直面终端
用户，有利于公司后续进一步发展军品业务及拓宽业务领域，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标的公司整体盈
利水平。
本次交易主要系上市公司原有业务发展空间有限且行业竞争较为激烈，上市公司一直谋求转
型升级开拓其它发展空间较大的产业，以使公司可持续发展。 标的公司所从事的船电集成、军用电
站等业务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具备较好的发展前景。 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标的资产
实际控制人洪小华协商确认本次交易。
(下转 B9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