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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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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绿
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以下简称“
问询函”），现就问询
２０２０〕第 １３ 号）（
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草案）》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１．报告书显示，你公司拟向王晓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佳一教育１００％股份。交易标的佳
一教育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分别占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对应财务指标的４９２．９７％、６１６．３９％、
２１０２．９４％，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新增Ｋ－１２课外教育培训服务业务，主营业务将发生较大变化。２０２０年
３月６日，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余斌与余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余丰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余斌持有的广州丰
嘉１００％股权及广州天誉１１．２５％股权。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广州天誉持有上市公司２２．６５％股份，仍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余丰。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及
其控制的广州天誉将合计持有你公司２５．９２％的股份， 王晓兵及淮安铄金合计持有你公司１１．５０％的股份，范
明洲持有你公司６．２０％的股份。如剔除计算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拟认购的配套融资股份，交易对方王晓兵及其
一致行动人淮安铄金合计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为１３．４９％， 将超过你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天誉持股比例
１３．０８％。你公司现有８名董事，本次交易标的股份交割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在中登公司登记至余
丰名下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你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聘任王晓兵、范明洲为董事的议案，以及召开董事会
审议聘任赵梦龙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请你公司：
（
１）说明余丰、广州天誉与王晓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以及３３名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３３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你公司股份的比例。
答复：
根据广州天誉工商资料及余丰、王晓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出具的说明文件等资料，余丰、广州天誉与王晓
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王晓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中存在如下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１、王晓兵持有淮安铄金７０．４２％股权，并担任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晓兵与淮安铄金存在
关联关系；
２、徐红兵持有南京铄金９９％财产份额，徐红兵与南京铄金存在关联关系；
３、史德强为南京进优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南京进优２３．５０％财产份额，史德强与南京进优存在关联
关系；
４、瑞力骄阳和瑞衍和煦投资的管理人均为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瑞力骄阳和瑞衍和煦投资
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交易对方的承诺，除已经披露的情况下，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测算，交易完成后３３名交易对
方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约１．３５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３６．００％。
（
２）结合你公司章程，说明交易完成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交易对方在你公司董事会席位占比情况，
未来交易对方是否计划继续向你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答复：
根据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相关约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三人；
设总经理一名，并设副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根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
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标的股份交割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在中登公司登记至余丰名下后三十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聘任王晓兵、范明洲为董事的议案，以及召开董事会审议聘任赵
梦龙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在交易完成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占比为２／
９。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测算，交易完成后３３名交易对
方中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３％的交易对方包括王晓兵、范明洲和平衡创投。根据交易对方王晓兵、范
明洲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其不存在于本次交易完成后３６个月内继续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的计
划，但不排除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向上市公司推荐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相关候选人能否最终被聘任为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治理文件审议决定。根据平衡创投出
具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其不存在继续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
３）结合上述问题（
１）和（
２），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取得你公司控制权的计划，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为保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安排，并结合交易后公司主营业务和控制权等变化、交易标的是否满足重
组上市条件等情况，进一步论述分析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刻意规避重组上市相关要求的情形。
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取得你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关于上市公司控制权事宜的承诺函》，
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王晓兵及其一致行动人淮安铄金出具《
主要内容包括：
“
１、承诺人／本公司充分尊重并认可余丰先生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并承诺于本次交易完成后
３６个月内，不会主动直接或间接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２、除淮安铄金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系王晓兵控制的
企业的情形外，本承诺人／本公司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
他安排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３、在本次交易完成后３６个月内，除前述本次交易前已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外，
本承诺人／本公司不与任何上市公司股东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以其他方式形成一致行动关系；４、在本次交
易完成后３６个月内，本承诺人／本公司承诺，仅以本承诺人／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为限行使表决权，不
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等方式取得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额外授予的表决权，由本承诺人／本公司提名的董
事、监事不会以协议等方式取得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额外授予的表决权。”
因此，根据主要交易对方王晓兵和淮安铄金出具的承诺函，确认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３６个月内不会主
动直接或间接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保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安排
１、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通过认购募集配套资金巩固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为满足交
易对方缴纳因本次交易而产生所得税等现金需求，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以股份和现金支付本次交
易对价，同时考虑自身财务状况，上市公司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用来支付前述现金对价。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余丰为巩固上市公司控制权并满足上市公司支付现金对价的资金需求，认购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数量不超过５５，４４５，８８２股（
含５５，４４５，８８２股）。根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及《
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测算，交易完成后，余丰直接持有上市公司１４．７７％的股
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并通过广州天誉持有上市公司１１．１５％的股份，合计控制上市公司２５．９２％的股
份，余丰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进一步
增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 余丰有能力对认购配套募集资金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
并已出具相应承诺，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不会出现变相转让的情形；其父亲余斌亦出具相
关说明，自愿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无偿还期限、无利息、无担保贷款等方式向余丰认购标的股份提供资金支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
持。余丰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符合《
上市类第１号》中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或取得标的资
产权益巩固控制权的相关监管要求。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２、本次交易方案的约定从根本上避免了重组上市情形的发生。根据《
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
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募集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未获得所需的审批或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自始不生效，从方案设计上亦不会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
形。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承诺》，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３、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已出具《
３６个月内，本人不会转让、主动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积极行使并促
使本人控制的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企业积极行使包括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３６个月
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企业不会主动放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和控制权等变化、交易标的是否满足重组上市条件等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广州天誉，余丰为其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仍为余丰，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情形。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佳一教
育１００％股份。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将新增Ｋ－１２课外教育培训服务相关业务。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３６个月内，
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生以下根本变化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照
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一） 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１００％以上；
（
二） 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以上；
（
三） 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１００％以上；
（
四） 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
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１００％以上；
（
五）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
一）至第（
四）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
六）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１、本次交易不属于自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３６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情
形。
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余斌与其子余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余丰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
余斌持有的广州丰嘉１００％股权及广州天誉１１．２５％股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余丰持有广州丰嘉１００％股
权和广州天誉１１．２５％股权，广州丰嘉持有广州天誉８８．７５％股权，余丰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广州天誉１００％股
权。广州天誉仍持有上市公司２２．６５％股份，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天誉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余丰，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变更为余丰。 本次权益变动为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余斌与其子余丰之间的股权转让，
主要目的是完成家族财富传承。
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向王晓兵等佳一教育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佳一教育１００％股份。本
次交易前，余丰及其关联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佳一教育的任何权益，王晓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与余丰之间亦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因此不存在《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向收购
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情形。
２、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余丰，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情形。
３、交易标的是否满足重组上市条件的分析。
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上市公司实施“
重组上市”的，“
拟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应当是股
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且符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发行条件”。
就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的标的公司佳一教育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间已满３年，发行人的注册
资本已经足额缴纳，股份总额大于３，０００万元，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最近３
年内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均为Ｋ－１２课外培训服务和教学解决方案输出，实际控制人为王晓兵，董事和高级
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取得的合规证明文件和公开信息
管理人员亦未发生重大变化，符合《
检索，标的公司最近３６个月内不存在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
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
二）项的规定；根据中天运会计师出具的《
佳一教
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符合《
育审计报告》和标的公司提供的２０１７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标的公司最近３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
累计超过３，０００万元，紧接本次交易前股本总额不少于３，０００万元，最近３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３亿
元，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２０％，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
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第３６问的相关规定，“
对于重组新增业务与发行人重组前业务具有高度
相关性的，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
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１００％，则视为发行人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１２个月内发生多次重
组行为的，重组对发行人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的影响应累计计算。”经测算，标的公司
收购的南京甘如饴等公司２０１７年末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或２０１７年度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未超过重组前
（
即２０１７年）标的公司相应指标的１００％，且重组后运行已满１２个月，因此不存在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形。
经分析《
首发管理办法》上述条款规定，交易标的基本符合前述重组上市相关条件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存在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情形；根据《
发行股份及
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控制人仍为余丰，故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次交易不属于《
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不存在刻意规避重组上市相关要求的情形。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余丰、广州天誉与王晓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除已披露的信息外，３３名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交易完成后３３名交易对方
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约１．３５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３６．００％；根据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及《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董事席位占比为２／９。根据交易各方
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测算，交易完成后３３名交易对方中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比例超过３％的交易对方包括王晓兵、范明洲和平衡创投。根据交易对方王晓兵、范明洲出具的说明，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其不存在于本次交易完成后３６个月内继续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的计划，但不排除根据业
务发展的需要向上市公司推荐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根据平衡创投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其不存
在继续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余丰，余丰
将通过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巩固控制权，本次交易不属于《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
形，交易标的基本符合前述重组上市相关条件的情形，不存在刻意规避重组上市相关要求的情形。
经核查，君合律师认为：余丰、广州天誉与王晓兵等３３名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除已披
露的信息外，３３名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交易完成后３３名交易对方将合计持
公司章程》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有上市公司约１．３５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３６．００％；根据上市公司《
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董事席位占比为２／９。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测算，交易完成后３３名交易对方中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
例超过３％的交易对方包括王晓兵、范明洲和平衡创投。根据交易对方王晓兵、范明洲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回
复出具日，其不存在于本次交易完成后３６个月内继续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的计划，但不排除根据业务发展
的需要向上市公司推荐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根据平衡创投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其不存在继续
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余丰，余丰将通过
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巩固控制权，本次交易不属于《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交易
标的基本符合前述重组上市相关条件的情形，不不存在刻意规避重组上市相关要求的情形。
（
４）结合你公司在交易标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派驻情况，说明你公司对本次置入资产是否具有足够管
控力，以及未来如何确保对本次置入资产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拟在交易标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派驻情况
根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将全部由上市公司提名
及聘任，拟定金志峰、王斌、朱颖梅、李颖、王晓兵、范明洲、王万武作为标的公司董事，其中王晓兵、范明洲和
王万武为原在标的公司任职的人员。在管理团队派驻方面，为充分发挥标的公司现有管理团队的行业和管
理经验，上市公司将积极保持现有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在佳一教育的现有管理团队架构之外，将新设分管风
控的副总经理、内审总监和资金监督专员岗位，履行相应的监督职能，该等新设岗位的人选由上市公司委
派，接受绿景控股及佳一教育董事会和总经理的考核。
二、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是否具有足够管控力，以及未来如何确保对本次置入资产的有效控制和管理
的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１００％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控制。
在对标的公司的管控方面，本次交易标的股份交割后，标的公司将纳入绿景控股统一内控体系中，上市
公司将积极履行股东权利，修订标的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确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的决策权限，提名并聘任标
的公司全部董事，在给予标的公司管理层一定自主经营权限的基础上，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控制。上市公司将
对标的公司业务合规开展进行充分监督，要求王晓兵等交易对方中的其他管理团队成员承诺确保佳一教育
及其下属子公司依法合规使用资金，日常经营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绿景控股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治理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在对标的公司管理方面，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治理文件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将充分支持和保证标的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和
经营管理团队的决策自主权，积极保持佳一教育以王晓兵、范明洲为核心的原有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以
充分发挥标的公司原有管理团队和股东的主动性，更好的完成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指标，以维护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依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积极行使标的公司
股东权利，向标的公司委派相应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标的公司纳入上市公司统一内控体系中，实现对标
的公司的有效控制。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占比情况，及未来交易对
重大事项提示／七、本次重组相关
方计划继续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
方所做出的重要承诺”和“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六、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况”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２．报告书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６，６２４．２１万元。根据交易方案，你公司应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十个工作日内向王晓兵个人新开设的银行账
户一次性支付５，０００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履约保证金。
你公司将在《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协议全部条款生效且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余丰将不少于认
购款的资金存入余丰与你公司共管的银行账户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王晓兵和范明洲支付部分现金对价，及
向其他自然人交易对方支付全部现金对价，合计金额约１．７８亿元，上市公司将对支付的上述现金对价进行
共管。在解除共管前，上述现金对价仅可用于支付该等自然人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根
据报告书，上述现金对价支付时点将早于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点，你公司需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先行履行
支付义务，如你公司无法履约上述支付义务则本次交易存在失败的风险。请你公司：
（
１）说明为履行上述资金支付义务的主要资金来源。
答复：
上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支付履约保证金５，０００万元。
上市公司向王晓兵、范明洲及其他交易对方支付约１．７８亿元现金对价，主要系为满足王晓兵等自然人
交易对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需求。经咨询标的公司税务主管部门，本次交易自然人交易对方应先行完成个
人所得税申报／缴纳义务后，才可完成股权过户的操作。因此，为积极促成本次交易，在《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全部条款生效且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余丰将不少于认购款的资金存入余丰与上市公司共
管的银行账户后，上市公司将向王晓兵等自然人交易对方支付金额约１．７８亿元现金对价，其中除上述履约

保证金５，０００万元及相应产生的利息将转为应付王晓兵的对价款外，差额部分上市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主
要来源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或其他机构借款。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向广州银行提交
贷款意向书》。根据该《
贷款意向书》，广州银行拟同意对上
了１．８亿元贷款申请，并已取得广州银行出具的《
市公司拟开展的收购标的公司１００％股权项目提供贷款，该项目在经有权部门批准立项后，广州银行将按规
定的信贷程序组织评估论证和信贷审查，并享有依据审查结果最终决定是否提供贷款的权利。目前，公司正
在积极配合银行等机构的借款审查。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待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将对上
述已支付的对价款予以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２）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情况，说明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履约保证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是否会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答复：
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及物业管理业务，其中物业管理业务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但整体来看，
上市公司当前收入规模较小，盈利能力不强。为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上市公司积极
寻求业务转型。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王晓兵等交易对方就收购盈利能力和业务成长性较好的佳一教育
股份达成一致意见，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功进入Ｋ－１２教育培训行业，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
能力也将得到有效提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为积极促成本次交易，参考市场相关商业谈判
条款，并考虑上市公司未来资金支付安排和预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上市公司经与交易对方王晓兵充分协
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支付５，０００万元履约保证金，并就履约保证金的账户共管、资金用途和处置等作出
明确约定，以保障资金安全。如本次交易未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王晓兵应将履约保证金及相应利息无条件返
还予上市公司。因此，本次交易约定由上市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约６，１００万元。２０２０年９－１２月，上市公司主要收入为下属物
业管理公司物业费等相关收入，支出主要为上市公司本部日常经营费用、下属物业管理公司日常经营及维
保工程款和中介机构费用等。经测算，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时，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将留
存约４００万元。如募集配套资金于２０２０年末或２０２１年初到位，本次支付履约保证金将不会对上市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如期到位，将给上市公司后续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因
此，上市公司将全力组织协调交易各方和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交易进程，争取募集资金早日到位，并将
通过争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减少对上市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此外，上市公司股东广州天誉出具《
承诺
函》，如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支付保证金出现生产经营资金短缺的情形，其将自愿提供资金支持。
补充披露情况
以上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
重大事项提示／七、本次重组相关方所作出的重要承诺”和“
第十三节 其他重
大事项／十四、 上市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及交易首笔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及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分
析”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３．报告书显示，交易标的佳一教育曾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２０１６年定向发行股票１０６
万股，发行价格３２元／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９０６万股；２０１７年再次定向发行股票６３３．４１万股，发行价格１２．６３
元／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５，７８０万股。佳一教育最近三年曾进行３次增资，最后一次增资后总股本为６３，１５７，１６５
股，每股价格为１７．３元。本次交易中，中天和评估师对标的资产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并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截至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佳一教育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１２１，７２０．７３万元， 较佳一教育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值增值９２，５４５．３７万
元，增值率３１７．２０％。请结合交易标的历次估值、摘牌情况及经营业绩、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公司等，说
明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并分析与前期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评估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经收益法评估， 佳一教育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值２９，１７５．３６万元， 评估值１２１，
７２０．７３万元，增值额９２，５４５．３７万元，增值率３１７．２０％。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江苏佳一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中天运［
２０２０］审字
第９０６７８号），佳一教育２０１９年归母净利润为４，９５３．８９万元。根据绿景控股与佳一教育１０名自然人股东（
包括
王晓兵、范明洲、史德强、王万武、李艳兵、赵梦龙、金芳、管飞、高玉、庄淼）签署的《
盈利补偿协议》，佳一教育
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２０２２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４，３５０万元、８，６５０万元、１１，
３００万元，三个年度的合计承诺净利润为不低于２．４３亿元。
佳一教育本次评估值１２１，７２０．７３万元相对于佳一教育报告期最后一年归母净利润涉及的静态市盈率
为２４．５７倍。
１、可比交易法
以相关交易中涉及标的公司的主要业务近似度为基础选择的可比交易案例与本次交易对比情况如下：
代码

上市公司

００２６２１．ＳＺ

标的公司

评估基准日

可比市盈率

三垒股份（
原）

美杰姆

２０１８／６／３０

３７．６７

６００６６１．ＳＨ

新南洋（
原）

昂立教育

２０１３／３／３１

２０．０４

００２５９９．ＳＺ

盛通股份

乐博教育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６０．８７

平均
绿景控股

０００５０２．ＳＺ

３９．５３
佳一教育

２０２０／３／３１

２４．５７

注：资料来源于可比上市公司重组报告书。可比市盈率＝交易对价／标的资产预测期上一年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经与同行业比较，佳一教育静态市盈率为２４．５７，低于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静态市盈率平均值３９．５３，本
次交易作价较为公允。
２、可比公司法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发布的 《
２０１２年修订稿）》， 公司所处行业为教育业
（
Ｐ８２）。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搜集了教育培训行业Ａ股上市公司１８家，剔除教育业务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未超
过两年和主营业务可比程度相对较低的企业，剩余可比公司４家，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６００６６１．ＳＨ

昂立教育

市盈率
８４．０３

０００５２６．ＳＺ

紫光学大

２７６．４１

００２６５９．ＳＺ

凯文教育

６９．８８

６００４５５．ＳＨ

博通股份

８３．６７

平均值

１２８．５０

标的公司静态市盈率

２４．５７

注： 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上市公司总市值／２０１９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资料来源
Ｗｉｎｄ资讯
以上４家可比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为１２８．５０倍，本次交易标的公司１００％股份交易价格为１２１，７００．００万元，
标的公司２０１９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４，９５３．８９万元，计算标的公司的静态市盈率为２４．５７，低于可
比公司平均水平。
综上，本次评估增值具有合理性。
二、与前期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１、２０１６年定向发行股票
２０１６年２月，佳一教育向平衡创投、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州证券有限公
司、北京华盖卓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九江东海中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江苏希尔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普惠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兆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９名对象定向增发
１０６万股，发行价格为３２元／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９０６万股，对应发行后估值为６．１０亿元。佳一教育２０１５年归
母净利润为１，６９２．９０万元，对应的静态市盈率为３６．０３倍。
２、２０１７年２月定向增发
２０１７年２月，佳一教育向平衡创投、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惠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柏香园商
贸有限公司、 上海凯宝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合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６名对象定向增发６３３．４１２５万
股，发行价格为１２．６３元／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５，７７９．６１２５万股，对应发行后估值为７．３０亿元，佳一教育２０１６年
归母净利润为２，０５２．５６万元，对应的静态市盈率为３５．５６倍。
３、２０１８年新三板摘牌后增资
２０１８年２月，佳一教育从新三板摘牌，终止挂牌时，佳一教育股票在股转系统的交易价格为１４．８５元／股。
按该交易价格计算，佳一教育整体估值约８．５８亿元。２０１８年摘牌后佳一教育曾进行了３次增资。
（
１）２０１８年６月，史德强、邢玉梅、杨杰、汪良军、南京进优对佳一教育增资２，８０４，０４６股，增资价格为
１７．３０元／股。
（
２）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１０月，王万武、叶保红、李艳兵、朱小柳对佳一教育合计增资１，１１１，９９４股，增资价格为
１７．３０元／股。
（
３）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上海瑞力骄阳对佳一教育增资１，４４５，０００股，增资价格为１７．３０元／股。
２０１８年新三板摘牌后增资的价格相同，均为１７．３０元／股。增资完成后，总股本为６，３１５．７１６５万股，对应增
资完成后估值为１０．９３亿元， 佳一教育２０１７年归母净利润为２，１４６．２３万元，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为５０．９１倍。
２０１８年增资的静态市盈率较高主要在于：
（
１）２０１８年６月，佳一教育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史德强、邢玉梅、杨杰、汪良军、南京进优
（
以下简称“
南京新点津原有股东”）持有的南京新点津７７％股权，收购完成后，佳一教育持有南京新点津
１００％股权。收购南京新点津时，考虑到佳一教育的业绩成长性，交易各方协商，对于交易对价７，０６８．６０万元
中的４，８５１．００万元采用发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佳一教育股份支付的每股价格为１７．３０元／股。
（
２）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１１月增资时，考虑到佳一教育所处行业、业绩成长性等因素并结合２０１８年６月增资价格，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１７．３元／股。
４、本次交易评估值
本次交易佳一教育评估值为１２１，７２０．７３万元，佳一教育２０１９年归母净利润为４，９５３．８９万元，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为２４．５７倍。
本次交易佳一教育评估值与前期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交易时点不同
２０１６年２月定向增发时，佳一教育２０１５年归母净利润为１，６９２．９０万元，２０１７年２月定向增发时，佳一教育
２０１６年归母净利润为２，０５２．５６万元，２０１８年６月至１１月增资时，佳一教育２０１７年归母净利润为２，１４６．２３万元。
本次交易时，佳一教育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３，１３０．９０万元、４，９５３．８９万元。
本次交易时点以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为评估基准日，与历次股权转让在时间上存在一定差异。因交易时点的
变更，标的资产经营状况较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有所提升。业务发展方面，佳一教育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以数学课程为
主，２０１８年开始，佳一教育新增了“
点津作文”及英语课程等不同学科，直营教学点数量及覆盖范围也较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年有所增长，经营业绩向好。
（
２）定价方式不同
新三板摘牌前， 佳一教育系新三板挂牌公司。２０１６年２月定向增发定价主要参考佳一教育所处行业、成
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确定。２０１７年２月定向增发定价主要参考佳一教育所处行业、成长性、每
股净资产，以及佳一教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市值和前次定向发行股票价格等多方面
因素。２０１８年２月， 佳一教育在新三板摘牌。２０１８年６月至１１月历次增资价格主要系考虑佳一教育所处行业、
业绩成长性等因素情况下，佳一教育与投资者综合协商确定，未经过评估。
本次交易系根据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参考基础进行定价，佳一教育系轻资产类型企业，收益
法能综合体现企业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合理地反映出企业价值。此外，本次交易佳一教育主要
股东对标的公司未来３年的经营业务做出了对赌承诺，对标的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做出了详细规划和安排，如
未达预期将对上市公司进行赔偿。
综上，本次交易与前期交易价格存在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结合交易标的历次估值、摘牌情况及经营业绩、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
公司等情况，本次评估增值具有合理性。因为交易时点和定价方式不同，本次评估值与前期交易价格相比存
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经核查，中天和评估师认为：结合交易标的历次估值、摘牌情况及经营业绩、可比交易案例和可比上市
公司等情况，本次评估增值具有合理性。因为交易时点和定价方式不同，本次评估值与前期交易价格相比存
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４．报告书显示，交易标的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１９，０９７．０２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３，１３０．９０万
元；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３４，３１７．１９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４，９５３．８９万元，２０２０年１－３月营业收入
７，１３７．２０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８８．２８万元。请你公司：
（
１）结合交易标的收入确认政策、２０２０年１－３月成本费用支出情况等，说明２０２０年１－３月营业收入变动幅
度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并分析交易标的未来可持续盈利能力。
答复：
一、２０２０年１－３月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成本费用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３７．２０

３４，３１７．１９

１９，０９７．０２

营业成本

４，７５２．５４

１７，９６６．４９

８，２７１．６３

销售费用

４５６．４０

２，３１１．６７

１，４６２．４７

管理费用

１，３４５．４５

６，６６２．１６

４，４６１．５２

财务费用

３３．６４

２２３．８１

３６．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８８．２８

４，９５３．８９

３，１３０．９０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收入类型主要包括教育培训服务和教学解决方案输出。关于收入确认政策，分别
为：对于教育培训服务收入，标的公司收到课时款项时确认预收款项，实际消耗课时时确认收入（
即在培训
学员每次实际上课后确认当次相应收入）， 具体确认收入金额为按照实消耗的课时及相应课时单价计算确
认；对于教学解决方案输出业务中的图书教材销售业务，在图书出库装车后，标的公司根据开具的销售发
票、核准的发货通知单、出库单等有关销售单据确认收入，对于对于教学解决方案输出业务中的合作服务费
收入，标的公司根据相关的销售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消耗方式确认收入。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净利润下降幅度相比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１、２０２０年１－３月，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受到疫情因素影响，包括：为回馈学生家长、吸引学员转为线上
授课，标的公司大部分校区对２０２０年２月的４次课时推出了５折优惠的活动；部分低年级段学员最终未选择线
上授课等因素。
２、 由于标的公司一季度寒假班课时数较全年平均水平高导致员工薪酬增加，２０２０年１－３月标的公司员
工薪酬总额为４，４７３．７４万元，较２０１９年平均季度薪酬总额３，７４８．６５万元1增加员工薪酬７２５．０９万元。
1
当期员工薪酬总额以当期应付职工薪酬的减少额口径计算，２０１９年平均季度薪酬总额为２０１９年当期
应付职工薪酬的减少额除以４。
３、２０２０年１－３月，标的公司为应对疫情对业务的影响，主动调整业务开展方式，由传统的线下授课改为
采购Ｃｌａｓｓｉｎ线上授课，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增加了Ｃｌａｓｓｉｎ线上授课成本３２６．９８万。
以上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标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二）盈
利能力分析”部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交易标的未来可持续盈利能力分析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控制，２０２０年５月份以来佳一教育下属营利性教学点经疫情防控主管部门验收通
过后，陆续恢复线下培训业务，截至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营利性教学点均已恢复正常线下培训业务。标的
公司２０２０年暑期招生迅速恢复，在培训人数和预收金额等指标方面已超过２０１９年同期水平，展现出较强的
竞争力。综上所述，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导致标的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净利润下降的因素不会对标的公司未来
可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业绩承诺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盈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人将承诺标的公司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净利
润分别为４，３５０万元、８，６５０万元和１１，３００万元，盈利水平逐年提升，结合本回复文件“
第五题”相关回复内
容，业绩承诺人作出的盈利预测具有合理性，从行业发展趋势、自身竞争优势等方面标的公司均展现出较强
的持续盈利能力。
（
２）补充说明交易标的本次披露的财务数据和相关信息与前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信
息是否存在差异及具体情况。
答复：
经查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出具的 《
关于江苏佳一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的公告》：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的规定，现决定自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６ 日起终止其股票挂牌。
本次重组报告期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经查阅标的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６ 日期间披露的公告文件，均为关于标的公司暂停股权转让和终止挂牌的公告内容。彼时，标的公司尚未披
露２０１７年年报数据，亦未披露其他财务数据。
经查阅标的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等其他信息，与本次交易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差异。
因此，交易标的本次披露的财务数据和相关信息与前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差异情况。
（
３）标的公司收购宿迁昂佳的过程情况分析
一、收购南京甘如饴及宿迁昂佳的过程及估值
（
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南京甘如饴设立
南京甘如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南京甘如饴、南京平衡基金、佳一教育、周军签署了《
议书》，约定各方同意南京甘如饴新增注册资本５２万元，其中，南京平衡基金出资２，８００万元，３５万元计入注
册资本，２，７６５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佳一教育出资９６０万元，１２万元计入注册资本，９４８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周
军出资１，２００万元，１５万元计入注册资本，１，１８５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南京甘如饴系为收购宿迁昂佳股权而设
立的持股公司。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京甘如饴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１

南京平衡基金

出资额（
万元）
３５．００

持股比例
５６．４５１６％

２

周军

１５．００

２４．１９３６％

３

佳一教育

１２．００

１９．３５４８％

合计

６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南京甘如饴收购宿迁昂佳１００％股权
宿迁昂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
２０１８年１月，南京甘如饴完成收购宿迁昂佳１００％股权。根据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权转让协议》，南京甘如饴拟收购的宿迁昂佳估值为宿迁昂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期间预测净

利润５１２万元乘以１２倍，即人民币６，１４４万元。宿迁昂佳成立于２０１５年４月，在南京甘如饴收购之前，宿迁昂佳
并未实际开展业务，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参保人员为０。为保证收购完成后经营主体的合规性，南京甘如饴与交
易对方李艳兵、王万武和陆秀珍等约定将其控制的其他培训中心的业务和人员转移至宿迁昂佳，以宿迁昂
佳为经营主体开展后续经营。上述人员于２０１８年年初陆续与宿迁昂佳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关系也同步进入
宿迁昂佳。
（
三）２０１８年６月，佳一教育收购南京甘如饴剩余股权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南京平衡基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佳一教育、南京平衡基金、周军、南京甘如饴签署了《
金、周军分别将所持有的南京甘如饴５６．４５１６％股权、２４．１９３５％股权转让给佳一教育，转让完成后，南京甘如
饴成为佳一教育全资子公司，交易作价按照南京甘如饴整体作价７，６００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
由于宿迁昂佳２０１８年上半年未经审计净利润为５９２．９８万元， 较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预计的净利润水平增长较
快，基于对全年发展业绩的预判，各方经友好协商以后确定南京甘如饴整体作价７，６００万元，参考２０１８年预
计全年净利润（
上半年净利润＊２进行预计），对应市盈率约为６．４倍。因此考虑宿迁昂佳业绩的快速增长情
况，佳一教育收购南京甘如饴剩余股权的作价，较南京甘如饴收购宿迁昂佳股权作价有所增长，具有合理
性。
二、收购南京甘如饴及昂佳教育过程引入南京平衡基金的原因
２０１７年底，佳一教育合并口径货币资金余额为９，１９２．３３万元，考虑到收购宿迁昂佳所需金额较高，因此
佳一教育在收购宿迁昂佳过程中引入南京平衡基金，缓解佳一教育资金压力。
（
一）南京平衡基金并非专为投资南京甘如饴而设立
南京平衡基金设立于２０１５年，系佳一教育持股４２．０１％的参股企业，设立的目的是对包括教育企业在内
的新兴产业投资。除了基金管理方南京平衡资本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以外，主要的法人股东穿透以后有：佳
一教育（
２０１６年７月成为其有限合伙人）、高淳县国资委、江苏省财政厅等。除投资南京甘如饴外，南京平衡基
金还投资了南京喜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宜偌维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并非专为投资南京甘如
饴设立。
（
二）佳一教育关联方在投资决策时已回避表决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及２０１８年６月，佳一教育出资设立南京甘如饴及收购剩余股权时，均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程序，相关关联董事和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 佳一教育收购南京甘如饴及昂佳教育过程引入南京平衡基金主要为缓解佳一教育资金压
力，南京平衡基金并非专为投资南京甘如饴而设立，佳一教育关联方在投资决策时已回避表决，佳一教育与
南京平衡基金的相关交易公允合理。
（
４）南京甘如饴对标的公司业绩贡献及相关情况分析
一、南京甘如饴对标的公司业绩贡献情况
南京甘如饴系持股平台公司，自身为开展生产经营，其全资子公司宿迁昂佳及其子公司为主要经营实
体，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如上所述，南京甘如饴自２０１８年７月份实现对宿迁昂佳的并表，宿迁昂佳主要从事Ｋ－１２课外教育服务，
辅导课程以英语为主要学科，直营教学点以江苏宿迁地区为主，教学对象主要为小学和初中生，以班课为主
要授课模式。以２０１９年为例，南京甘如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标的公司对比指标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南京甘如饴

营业收入

佳一教育

占比

１３，９６１．４７

３４，３１７．１９

４０．６８％

３，２４９．７５

４，９５３．８９

６５．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由上表可以看出， 南京甘如饴营业收入占标的公司的比例为４０．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为
６５．６０％，净利润占比较高，主要系因为南京甘如饴及其下属子公司宿迁昂佳，作为城市区域公司，所在区域
较为成熟，无需承担异地新网点开拓费用、研发费用支出等且南京甘如饴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职能部门的
费用支出均由佳一教育承担，包括宿迁昂佳主要管理人员的成本费用等，所以体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贡
献占比。
二、标的公司对南京甘如饴的并购整合情况
通过并购南京甘如饴，佳一教育作为原来以中小学数学为主要产品的单科培训机构，英语科目的培训
内容得以补强，佳一教育在教学、教务和市场推广能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规模化效应随着整合的深入
逐渐体现。并购两年多以来，佳一教育各个条线均实现对南京甘如饴及下属子公司的统一管理，佳一教育后
台管理中心下沉到业务区域各校区，包括但不限于：各学科设立统一项目部进行学科管理、职能功能集中到
标的公司职能中心统一管理等，在人员管理及薪酬、业务开拓、财务核算等方面均已经实现与南京甘如饴的
统一管理和深入融合，业务经营实体宿迁昂佳及其下属子公司核心经营团队保持稳定，运营良好。本次评估
机构中天和评估已对报告期各期末佳一教育因并购甘如饴而产生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均不存在减值迹
象。
三、南京甘如饴及其下属子公司社保缴纳情况分析
如上所述，南京甘如饴仅用作持股公司，故自成立之日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期间均没有在职员工，社会保
险参保情况未发生变化。２０１８年１月底南京甘如饴完成对宿迁昂佳的收购，截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宿迁昂佳社保缴
费人数为２７１人，由于业务发展及收购后的商业调整，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宿迁昂佳社保缴费人数增加至３１１人，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社保缴费人数继续增加至３８４人，与宿迁昂佳当时业务规模及商业安排相匹配，不存在异常
情况。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以下简称“
２０１８〕８０号）（
８０号文”）等
规定及当地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的要求，宿迁昂佳在２０１８年年底于培训学校所在地宿迁市宿城区及宿豫
区分别设立宿城区佳一教育和宿豫区三童教育两家子公司开展培训业务并陆续将部分人员调整至上述两
家子公司。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宿迁昂佳及控股子公司社保缴费人数共计４７５人，其中宿迁昂佳为５０人，控股子
公司宿城区佳一教育为３７６人，宿豫区三童教育为４９人，较２０１８年末增长９１人，与业务增长相匹配，不存在参
保人员大幅减少的情形。根据宿迁昂佳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说明及所在地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自成立／
办理社会保险缴纳登记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宿迁昂佳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 亦未受到
任何有关社会保险方面的行政处罚。
四、补充披露情况
以上部分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
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四、下属公司情况／（
一）控股子公司情况”部
分进行了补充披露。
（
５）标的公司毛利率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趋势分析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聚焦于华东区域下沉市场，与新东方和好未来等全国性教育机构存在显著差异。报告期
内，与主营同类市场的上市公司昂立教育和紫光学大相比，佳一教育两年一期毛利率变动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１

６００６６１．ＳＨ

昂立教育

２９．２４％

４１．１３％

４１．１４％

２

０００５２６．ＳＺ

紫光学大

２４．２７％

２７．２８％

２７．２７％

３

－

佳一教育

３３．８５％

４８．３７％

５８．０８％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由此可见，由于２０１９年８０号文的影响以及２０２０年疫情原因，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呈现毛利率下降的态势。
随着疫情缓解，学校复课，标的公司开始恢复线下授课，未来线下转线上需额外增加的外购服务费用会相应
减少， 预计毛利率会有所上升。 根据标的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８月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标的公司毛利率已回升至
（
４４％－４８％）区间水平。
（
６）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和“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勾稽关系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营业收入（
Ａ）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单位：万元
项目

７，１３７．２０

３４，３１７．１９

１９，０９７．０２

－１２．３０

６，１８７．１５

４，３５０．４６

８８．２８

４，９５３．８９

３，１３０．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１９年佳一教育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增长率为７９．７０％。其中，２０１９年，佳一教育通过加大营销
力度拓展学生培训人次、提高人均月单价、新设／收购校区、提升服务能力等方式，使Ｋ－１２课外培训收入大
幅增长。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 佳一教育Ｋ－１２课外教育培训服务业务收入分别为１６，０５９．１６万元和３０，６４２．２３万
元，增长金额为１４，５８３．０６万元，增长率为９０．８１％；对于教学解决方案输出业务，佳一教育通过自主研发中
小学数学和语文教育产品线，对客户输出教学解决方案。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佳一教育教学解决方案输出收
入分别为２，１５０．６２万元和２，２９６．２６万元，增长金额１４５．６４万元，增长率为６．７７％。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水平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８８．２８万元。但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标的公司线下培训中心复课，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也已
恢复正常。
（
二）预测期内，标的公司招生规模增长可能性及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根据中天和评估师出具的《
评估报告》及其说明，预测期内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０年４－
２０２０年
１－３月
１２月

年份
营业收入
较上年度
增长率

区域／年度

３９４，１２８．００

１２９，７９８．００

１３７，３３４．００

１４１，１０２．００

１４３，８６９．００

１９１，９７０．００

３０４，８８２．００

３４３，６４３．００

３７１，６８１．００

３９４，６３２．００

４１０，８９２．００

７，０５３．００

３８，６９９．００

８１，８５４．００

１１３，０２３．００

１２７，３５３．００

１３４，００９．００

５１５，６２７．００

８０９，２２６．００

９２４，３２０．００

１，００４，００４．００

１，０５１，４４６．００

１，０８２，８９８．００

淮安等其他
区域
新开校区
合计

项目／年度
Ｋ－１２课外教育
培训服务

０．２３

服务收入

９，８２９．８３

７，５４６．３６

２，７３４．７６

师训收入

－１１７．７１

－２．５２

７，４０６．７６

合计

测算“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Ａ＋
Ｂ＋Ｃ－Ｄ＋Ｅ＋Ｆ

５，４５２．５０

３６，５８５．９３

１６，６７４．１５

现金流量表中的“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５，４５２．５０

３６，５８５．９３

１６，６７４．１５

－

－

－

差异

佳一教育Ｋ－１２课外教育培训服务采用全额预收款的形式进行结算，一般标的公司在收到学员支付的培
训费时，确认预收账款同步确认增值税销项税，所以标的公司收取的学费确认为预收账款时主要为税后金
额，仅在极少数情形下（
如：收到学员的培训费时，因标的公司发票不够未在当月开具发票而在下月开具，或
因学员退费开具红字发票等情形）确认为含税金额，所涉及的金额如上表“
应交增值税影响金额（
Ｂ）”所示。
根据课耗确认收入时，因预收账款是已经扣除增值税销项税的金额，由预收账款转营业收入时不再确认增
值税销项税。所以，在现金流量表列报时，标的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主要为未包括增值税
销项税的金额。对于标的公司收到培训费同步确认的增值税销项税，列入“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一支付的各项
税费”作为其抵减项，与标的公司当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其他税费合计确认。上述列报方式不影响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金额确认。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营业收入调整至“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不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５．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人为王晓兵、范明洲等１０名交易对方，业绩承诺人承诺佳一教育
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２０２２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４，３５０万元、８，６５０万元、１１，
３００万元，三个年度的合计承诺净利润为不低于２．４３亿元。业绩承诺人业绩补偿与减值补偿合计补偿金额以
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为上限， 业绩承诺人合计获得交易对价占总交易对价的比例为７０．５５％。请
你公司：
（
１）结合交易标的所处行业情况、历史业绩、招生规模增长可能性、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市场地位、核
心竞争力等，说明交易标的利润增长来源、盈利预测的合理性以及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答复：
一、交易标的所处行业情况及标的公司市场地位
佳一教育主要业务为Ｋ－１２课外培训服务和教学解决方案输出，属于教育业。
（
一）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处于需求旺盛，保持快速增长
１、我国Ｋ－１２课外辅导行业得益于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调整，保持高速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留给Ｋ－１２课外辅导很大的市场空间。作为学校教育的有
效补充，Ｋ－１２课外辅导是教育领域中需求最强劲的细分领域之一。根据德勤《
唤醒教育：转机中把握先机》，
２０１８年中国Ｋ－１２课外辅导服务市场规模达到了５，６００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７％，预计２０２０年市场规模超过６，
０００亿元。随着人口结构调整、二孩政策及大范围消费升级，教育支出在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比较高，教育
市场整体发展强劲。近年来，国家也通过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大力扶持民办教育。受上述有利因素影响，我
国教育行业整体市场规模近年来仍保持高速增长，大量持续而稳定的生源也将推动Ｋ－１２课外辅导服务市场
保持稳定增长。
２、华东区域Ｋ－１２课外培训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报告，中国华东地区一、二线城市中，参加Ｋ－１２教育课后辅导的学生人数从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９年呈现快速增长。受学生人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华东地区一、二线城市中参加Ｋ－１２课后辅导培
训市场快速增长，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４．３％。在Ｋ－１２学龄人口增长和对学生学术竞争力的日
益重视的推动下，华东地区的Ｋ－１２课后教育服务市场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华东地区线
下Ｋ－１２课后教育服务市场规模从２０１５年的８８９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４０１亿元，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１２．０％。
预计２０２４年将达到２，２７７亿元，从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１０．２％。
３、整体来看ｋ－１２课外培训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
不同区域的教育特色、师资水平和教材的差异，使得Ｋ－１２课后培训市场的竞争格局高度分散。按营收指
标看，目前Ｋ－１２校外培训机构分为三大梯队，第一梯队为新东方、好未来双巨头；第二梯队为学大教育、精锐
教育等全国性品牌；第三梯队为区域龙头企业，如卓越教育、龙门教育、高思教育等。但整体来看，三四线城
市领头羊及收入在百万元以下的小微机构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从竞争态势看，竞争
格局趋于稳定，知名教育品牌的校区扩张趋势减缓，大型机构通过课程和产品推广、双师课堂等模式向三四
线城市覆盖。
（
二）标的公司市场地位和核心竞争力
佳一教育长期聚焦发展和扩大华东地区下沉市场的课外教育培训中心网络。 根据Ｆｒｏｓｔ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报
告，就２０１９年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而言，佳一教育在华东地区下沉市场的所有私立Ｋ－１２课外培训教育服务提
供商中排名第一。关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业务布局优势。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佳一教育在全国运营了共６６个直营校区且均已取得营利性民办
学校许可证，在华东地区形成显著的区域集聚优势。佳一教育教学解决方案服务服务广大的Ｋ－１２教育机构，
提高了佳一教育在行业中的声誉，为佳一教育后续业务开拓奠定了良好基础。
２、管理团队优势。佳一教育建立了一支专业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形成了规范、灵活、高效的管理和运
营体系，其中创始团队具有超过十年以上的教育教学和经营管理经验，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良好的社会声
誉和较好的行业口碑。
佳一数学”、“
点津
３、品牌优势。 佳一教育在数学、语文、英语等学科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
作文”等核心课程在课外教育培训市场建立了较好的知名度，佳一教学解决方案在国内形成了较好的行业
口碑。佳一教育被国家版权局评为“
全国版权示范单位”，荣获品牌江苏建设“
金帆奖”，“
佳一”商标被认定为
“
江苏省著名商标”等。
４、研发和系统平台优势优势。佳一教育拥有一支由经验丰富的教育研究和一线教学人员组成的专业化
研发团队，多年从事教学方法、教学素材、课程设计、教学手段、教育技术、教学平台等研究开发和探索实践，
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研发模式。佳一教育专有ＭＴＰＳ学习生态系统和人工智能辅助工具，集备课、教学、练
习、测评等功能于一体，专注学生学习体验。
５、知识产权优势。佳一教育充分重视知识产权建设，并通过将技术成果及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
保持公司的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标的公司历史业绩、招生规模增长可能性及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
一）标的公司历史业绩情况
根据中天运审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报告期内，佳一教育收入和利润数据如下：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０２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２０２０年４月至１２
月

２０２１年

２７，２４２．８７

２０２２年

４１，２６４．６３

２０２３年

５０，１４７．９７

２０２４年

５６，４８８．８７

２０２５

６０，５８８．１５

６３，６４３．７７

２、教学解决方案输出业务预测情况
该业务由标的公司ＴｏＢ端事业部负责，主要下分两大块内容，即教学服务输出和图书销售。本次预测中，
根据标的公司２０２０年已签订的服务和图书销售合同，预测存量收入部分；根据历史年度合同签订量的变动，
结合当前疫情因素，考虑标的公司未来发展规划，预测２０２０增量合同及收入。将存量收入和增量收入两者相
加即为２０２０年４－１２月收入。２０２１年及以后详细期年度主要考虑行业整体容量增长趋势， 并结合企业历史增
长及优劣势和企业的未来规划，考虑一定的增长进行预测。
综合上述分析，预测未来各年度的营业收入，具体预测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０．５９

７２１．３９

２０２５年

关于单价，２０２０年预测期间单价主要参考２０１９年及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不同城市校区、不同年级、不同科目的平
均单价水平。结合历史年度相关学员学费课耗记录，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年度培训学费年均涨幅超过１０％。本
次预测中，考虑２０２０年度疫情突发事件影响，根据谨慎性原则，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不再预测单价上涨。２０２２年
起至２０２５年期间，主要校区单价各年度涨幅分别为６％、４％、３％、２％。
综合上述分析，预测未来各年度的营业收入，具体预测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０．９２

１７７．６３

２０２０年４月至
１２月

１１９，４４９．００

增值产品销售

－４３．９６

５７，９２４

７０，５４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１２

预收生次

１１，３８２．７４

点津区域

－６．８５

递延收益的增加Ｆ＝Ｆ２－Ｆ１

预收金额（
万元）

５４，８０７

３８８，３５９．００

－６．２７

５４３．７６

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末）
２０２０暑期学期招生（
预收生次

２０２４年

应收账款的减少（
Ｃ＝ Ｃ１－ Ｃ２）

６７７．４３

０．００％

３８１，９６６．００

教材销售

７２１．３９

４．７６％

２０２３年

－

５７７．３１

６．９３％

２０２２年

４．３９

６７７．４３

１２．０６％

３６９，０２５．００

１１．２４

递延收益期末数Ｆ２

２０．４３％

２０２１年

１７．５１

递延收益期初数Ｆ１

２３．５２％

３４６，１９６．００

－０．７２

７，５４６．３６

稳定期

２０２５年

２４６，０６４．００

４．３９

－２，５９５．１６

２０２４年

宿迁区域

１１．２４

２，２８５．９９

２０２３年

根据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２０２０年１－８月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４１亿元，实现扣非归母净利
润约３，６３４万元，已完成２０２０年度承诺净利润的８４％，结合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末预收账款余额约１．０３亿元，预计
将较好完成全年承诺净利润。
对于２０２１年人次预测，成熟校区以２０２０年预计的第四季度培训人次为基准，主要参考２０１９年各季度人
次变动趋势，同时结合教室容量饱和度等因素，形成相应的函数或比例关系，预测２０２１年度各季度人次汇总
形成整年度人次。扩张中校区和新建校区参考历史类似阶段的校区较上年度增长比例预测。
对于２０２２年及以后年度，以２０２１年人次为基准，考虑各校区的成熟度同时结合标的公司所在行业的市
场容量、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标的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未来发展规划，考虑一定增长，预测未来各年度的业务规
模，进而确定未来各年度的营业收入。
关于排课次数，主要是以预测年度节假日的周期为基础，同时结合目前公立学校公布的上课通知安排，
参考历史年度有效排课次数，标的公司作出了预测年度的排课计划。
按月累计）
基于上述预测逻辑，标的公司各下属区域校区人次汇总预测如下（

应收账款期末数（
Ｃ２）

９，８２９．８３

７．２２％

９，７２７．５４

１９，０９７．０２

８，１３７．６１

－

预收金额（
万元）

３４．１５

－１，５７４．５１

－

２０１９暑期学期招生

－２．８６

预收账款的增加Ｅ＝Ｅ２－Ｅ１

２０２２年

由上表可以看出，标的公司２０２０年营业收入较２０１９年增长率为７．２２％，增长率较低主要系２０２０年收入受
疫情影响。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２３．５２％和２０．４３％， 标的公司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低
于报告期水平，具有合理性。基于标的公司历史运营情况，标的公司招生规模增长可能性及收入增长的可持
续性分析如下：
１、Ｋ－１２课外教育培训服务预测情况
标的公司的Ｋ－１２课外教育培训服务主要采取传统线下面授模式，校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内淮安、宿迁、
南京等城市区域，并延伸至华东其他区域，如扬州、泰州、杭州、苏州等地市，报告期内培训收入有较好增长。
校区数量众多且不断下沉的教学网点为标的公司既往的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是标的公司进一步
拓展业务的重要保证。
经分析标的公司已运营校区的经营发展数据，在校区发展成熟度上，一般一个校区会经历３个阶段。从
开店初期处于亏损阶段，到培训人次数量高速增长，营收规模不断增大，达到盈亏平衡，后续培训人次数量
和营收增速放缓，形成较为稳定的盈利能力。结合历史校区的发展轨迹，标的公司校区在成熟度上主要分为
新建校区、扩张中校区和成熟校区三类。成熟校区盈利能力较强，运营时间一般在３年以上，师生比和满班率
等运营参数均较高，典型如淮安区域的东大院校区、健康路校区、幸福城校区等，宿迁区域的千鸟园校区、宝
龙校区、上海城校区等，南京区域的点津山西路校区、点津新街口校区、点津汉江路校区等。扩张校区盈利能
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运营时间主要集中１－３年阶段，典型如淮安区域的香格里拉校区、绿地校区，宿迁区域
的宿豫实小校区、苏宁校区。新建校区是指运营时间未超过１年，目前大部分处于尚处于前期筹办阶段或营
运亏损较大阶段，典型如点津五塘校区等。随着校区规范发展，疫情影响程度降低，预计２０２０年全年总体人
次较２０１９年度略升，２０２１年度较２０２０年度会有一定幅度上升，２０２２年度及以后年度人次缓慢上升至趋于稳
定。
根据标的公司的经营特点和收入确认方式，标的公司Ｋ－１２培训业务收入的预测根据消耗课次数和平均
课次单价综合确定。具体如下：
各校区培训收入＝培训人次×排课次数×平均课次单价
Ｋ－１２教育培训收入为各校区培训收入汇总。
关于培训人次预测，本次预测以各个校区为独立的业务单元进行。根据各校区历史年度乃至各月份培
训人次的变化趋势，并参考标的公司目前各校区的成熟度、培训学员人次、师生比、满班率、学员结构、学习
科目、学期、班型构成等各类指标因素，按校区预测２０２０年４－１２月的培训人次。其中春季以报告出具日前实
际培训人次为准， 第三季度及暑期人次按报告日前已获取报名人次信息对比２０１９年暑期同期报名人次预
计。对于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人次，主要参考各区域校区三季度和四季度人次比例关系进行预测。
标的公司暑期（
７－８月）为全年的旺季，随着江苏省内疫情影响的降低以及线下复课的全面恢复，２０２０年
度暑期报名人次相较于２０１９年度同期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体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应收账款期初数（
Ｃ１）

预收账款期末数Ｅ２

２０２１年

７，
２９，６５８．８０ ３６，７９６．００ ４５，４４９．８３ ５４，７３６．９３ ６１，３３７．９２ ６５，５９１．７０ ６８，７１３．７４ ６８，７１３．７４
１３７．２０

３４，３１７．１９

并购项目转入不涉及影响现金流

２０１８年度

利润总额

７，１３７．２０

预收账款期初数Ｅ１

２０１９年度

营业收入

应交增值税影响金额（
Ｂ）

当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Ｄ）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项目／年度

２０２０年４月至１２月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２２年度

２０２３年度

２０２４年度

２０２５年度

１，０２７．１１

１，７２９．６５

１，９０２．６１

１，９９７．７４

２，０５７．６７

２７．７６

４６．７４

５１．４２

５３．９９

５５．６１

２，０９８．８３
５６．７２

５０８．０６

８３２．８０

９１６．０８

９６１．８８

９９０．７４

１，０１０．５５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２

２７．５２

３０．２７

３３．３０

３６．６３

１，５８２．９２

２，６３４．２１

２，８９７．６３

３，０４３．８９

３，１３７．３２

３，２０２．７３

３、标的公司所在主要地区市场容量足以支撑标的公司招生规模增长
佳一教育课外培训业务收入目标客户为Ｋ－１２阶段学生及家长， 其深度布局华东区域特别是江苏省内，
形成较完善的运营网络。根据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报告，华东地区中小学在校生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９１０万人稳步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３，１８０万人，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２．２％。预计到２０２４年，中国华东地区中小学在校生
总数将达到３，４７０万人，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１．８％。 随着入学率的提高和学龄人口的增加，中
国华东地区Ｋ－１２教育的入学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经查阅淮安、宿迁、南京和连云港区域的统计年鉴，历史期内区域适龄儿童数量持续增长。
单位：万人
年份

２０１５

增长率

２０１６

增长率

２０１７

增长率

２０１８

小学阶段

１４９．５７

１５７．８２

６％

１６５．８４

５％

１７３．６６

５％

中学阶段

５７．８３

５８．３４

０．９％

６２．８４

８％

６７．９７

８％

三、标的公司利润增长来源、盈利预测的合理性以及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分析
预测期内，标的公司的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预测期培训人次的增长及培训单价的提高，具体内容请见
上文分析。
预测期内，标的公司毛利率、三费占收入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指标
毛利率

２０２０年４－１２月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４年

２０２５年

４６．５７％

５０．４８％

５２．０４％

５３．２７％

５２．５６％

销售费用／收入

７．４２％

６．７６％

６．９８％

６．７４％

６．７７％

５１．５８％
６．７８％

管理费用／收入

１９．０４％

１６．２９％

１４．７１％

１４．０２％

１３．８１％

１３．８１％

财务费用／收入

１．０４％

０．９４％

０．８９％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８２％

对于营业成本的预测，本次评估中按照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分业务板块进行了预测，其中ｋ－１２课
外教育培训服务板块占比最高，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房租、装修费摊销、专业服务费、物业管理费、折旧、
教材成本、办公费等。人工成本占成本比例最高，主要是根据员工基本工资、课时费收入等进行预测，预测期
内人工成本／营业收入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随着相对固定的成本如房租、折旧和装修费摊销占收入比例的
下降，导致标的公司预测期毛利率随着收入的增长有所提高，具有合理性。
对于销售费用的预测，佳一教育的销售费用主要包括员工成本支出、市场推广费、折旧费、办公费和差
旅费等，其中ｋ－１２课外教育培训服务相关费用支出按校区单元分别预测后汇总。根据销售费用项目构成情
况，根据各费用项目与营业收入的依存关系，将其再划分为与收入直接线性相关的和变动但与营业收入无
线性关系两部分，整体来看，预测期销售费用／收入比例与历史期不存在重大差异，保持相对稳定。
对于管理费用的预测，佳一教育管理费用主要包括员工成本支出、研发支出、租赁费、折旧和摊销、办公
费用等。预测时，根据管理费用项目构成情况，各费用项目与公司营业收入的依存关系，将管理费用划分变
动费用与固定费用。预测期内，管理费用／收入的比例出现下降，主要系与营业收入不成线性关系管理费用，
如人员工资、折旧和摊销等占比较大所致，具有合理性。
对于财务费用的预测，佳一教育财务费用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利息支出、银行手续费等。利息支出依据
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有息负债额结合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确定。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Ｋ－１２课外培训服务和教学解决方案输出，属于教育行业，得益于经济发
展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市场需求和行业规模有望持续增长；标的公司历史期内营业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在华
东区域特别是江苏省内凭借较完善的运营网络和良好的口碑，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标的公司校区数量众
多且不断下沉的教学网点为其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基于对华东区域市场容量，及通过对标的公司
各校区培训人次、排课次数及平均课次单价的预测分析，认为标的公司预测期内招生规模增长具有可能性
且收入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进而认为本次盈利预测具有合理性、业绩承诺具有可实现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Ｋ－１２课外培训服务和教学解决方案输出，属于教育行
业，得益于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市场需求和行业规模有望持续增长；标的公司历史期内营业收入实
现快速增长，在华东区域特别是江苏省内凭借较完善的运营网络和良好的口碑，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标的
公司校区数量众多且不断下沉的教学网点为其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基于对华东区域市场容量，及
通过对标的公司各校区培训人次、排课次数及平均课次单价的预测分析，认为标的公司预测期内招生规模
增长具有可能性且收入增长具有可持续性，通过对营业成本和三费预测情况的分析，认为本次盈利预测具
有合理性、业绩承诺具有可实现性。
（
２）说明平衡创投、南京铄金等２３名交易对方未进行业绩承诺的主要考虑。
答复：
一、平衡创投、南京铄金等２３名交易对方未进行业绩承诺的原因分析
本次交易中，王晓兵、范明洲等１０名业绩承诺人合计获得对价占总交易对价的比例为７０．５５％，平衡创
投、南京铄金等２３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剩余２９．４５％的交易对价，未参与业绩承诺，主要考虑如下：
１、本次交易属于市场化交易，标的公司的交易对方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
的关联人，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同交易对方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
确定了业绩补偿安排，系交易各方商业谈判的结果，相关安排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下转B6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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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的修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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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司”）披露了《
绿景控股股份有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以下简称 “
报告
书”）等相关文件。
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以下简称“
《
问询函》”），收到《
问询函》后，公司立即召集本次重组
２０２０〕第１３号）（
中介机构，就《
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并对原报告书内容进行了补充及修订。本次
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重大事项提示”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之“
（
六）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和补偿”部分以及“
第
１、在“
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
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
（
六）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和补偿”中，补充披露了上
市公司与１０位业绩承诺人签订《
盈利补偿协议》的合理性。
重大事项提示”之“
七、本次重组相关方所做出的重要承诺”部分补充披露了广州天誉关于
２、在“
资金支持的承诺函、王晓兵和范明洲关于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计划的承诺函、平衡创
投关于不存在继续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计划的承诺函。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
四、交易对方穿透情况”部分中，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私募
３、在“
基金备案情况。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
六、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４、在“
部分中，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未来在公司董事会占比情况及向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
四、下属公司情况”之“
（
一）控股子公司情况”部分中，补充
５、在“

披露了标的公司对南京甘如饴的并购整合情况。
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
六、主营业务情况”之“
（
十二）业务资质情况”部分中，补充
６、在“
披露了预计拥有教师资格证教师人数在交易标的教师总人数中的占比情况及标的公司经营境外幼儿
园业务的基本情况。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三、标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之“
（
二）盈利能力
７、在“
分析”部分中，补充披露了２０２０年１－３月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第十三节 其他重大事项”之“
六、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部
８、在“
分中，补充披露了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第十三节 其他重大事项”之“
十四、上市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及交易首笔现金对价的资金
９、在“
来源及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部分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及交易首笔现
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及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第十三节 其他重大事项”之“
十五、针对补偿责任不能覆盖补偿义务的风险，上市公司拟
１０、在“
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分析”部分中，补充披露了针对补偿责任不能覆盖补偿义务的风险上市公司拟采取
的应对措施的分析。
第十三节 其他重大事项”之“
十六、佳一教育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所需履行的程序、时间
１１、在“
进度安排及预计完成时间分析”部分中，补充披露了佳一教育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所需履行的程序、
时间进度安排及预计完成时间分析。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