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9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0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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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洁科技”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关于对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1】

第434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根据年报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年报问询函所列问题

进行了认真落实，现将年报问询情况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1、2018年至2020年，你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5.54亿元、31.36亿元和29.05亿元，销售

毛利率分别为31.28%、28.06%和23.74%，均呈下降趋势。

（1）请结合你公司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

变化情况等说明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下降的具体原因。

（2）请结合你公司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格、成本、费用等因素量化分析说明你公司

最近三年毛利率水平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请结合你公司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

变化情况等说明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下降的具体原因。

（一）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1、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主要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产品

2020

年营业收入

2019

年营业收入

2018

年营业收入

智能终端功能件和精密结构件以及模组类产品

168,184.19 214,424.23 240,260.46

信息存储类产品

66,853.39 72,329.17 86,489.05

新能源汽车类产品

47,344.58 18,762.47 19,644.70

其他业务

8,148.82 8,097.73 9,031.69

合计

290,530.98 313,613.60 355,425.90

2、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经过多年潜心耕耘，凭借出众的研发设计实力、可靠的产品品质及快速响应等优势，

与一批领先的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信息存储等国内外品牌制造商建立了稳固的客户关系，

拥有一批稳定的核心客户群。这类客户对进入其全球采购链供应商有严格的认证要求，包括

资产规模、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售后服务保证能力等综合性项目的系统评审，认证周期长、

难度大，在后续年度需要持续满足认证标准。公司在业务开发过程中，注重对行业和重点客户

的选择，目前公司拥有的客户遍布全球且大多为国内外高端客户，有助于公司获得协同效应

以保持较好的收益水平；公司在服务好原有客户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力度开拓新的优质客户，

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一直以来重视生产设备与生产工艺的革新、产品创新及与客户的紧密配合，在建立

完善的研发体系基础上，培养了一支专业结构合理、研发经验丰富、梯队建设完善的技术研发

团队，能够针对研发、生产实践中的各项技术展开深入研究和试验，具备多个研发项目同时进

行的实力，快速响应客户对新产品研发的需求，紧跟领先客户战略创新的步伐。同时，公司已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对产品的关键技术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使得公司产品的

技术优势得到了保护，在竞争中占据先机。目前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尚未发生变化。

3、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与销售精密功能性器件、精密结构件和模组类等智能终端零

组件产品，产品用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一体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新能源

汽车、信息存储设备、5G通讯等终端产品。随着公司与客户战略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公司

配套的精密功能件和精密结构件产品种类更加多样化，复杂度不断增加。在公司的发展过程

中，从核心的模切业务不断扩展到精密结构件、模组类等业务，公司通过与终端品牌客户的合

作，不断迭代技术开发和生产制造能力。公司从消费电子起步，逐步横向扩展到新能源汽车、

信息存储、5G通讯等领域，从单类零部件供应商发展为多业务协同的平台型公司。

（二）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

1、公司2019年、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主要是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产品和信息存储类产

品营业收入有所下降。

（1）受国内智能手机行业的竞争态势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及疫情等因

素的影响，2019年、2020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伴随着网络覆盖率提高、5G提速，5G智能手机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5G智能手机外壳材质由金属材质转向玻璃等非金属材质， 市场对于金

属结构件产品的整体需求量进一步减少。 公司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业务2018年-2020年的营

业收入分别为102,800.61万元、94,776.16万元、47,014.58万元，公司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业务的

下滑，对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影响较大。

公司与奋达科技、银禧科技等上市公司于2016年至2017年前后通过并购进入智能手机精

密结构件市场。 由于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速不足预期、5G手机换代导致金属材质渗透率下降等

原因，收购标的表现均不达预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市公司 收购标的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奋达科技 富诚达

87,331.85 -370.27 90,813.71 -19,098.42 121,888.14 24,633.75

银禧科技 兴科电子 已剥离 已剥离 已剥离 已剥离

36,751.64 -46,762.61

安洁科技 威博精密

45,558.69 -12,704.72 92,971.75 -2,302.58 106,051.98 10,544.44

（2）信息存储类产品因为固态硬盘持续冲击机械硬盘的市场，导致行业内机械硬盘产品

出货量呈现下降趋势，从而影响公司信息存储类产品收入下降，信息存储同行业公司2018年、

2019年、2020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市公司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希捷科技

7,423,347.42 709,205.52 7,142,813.30 1,383,189.64 7,400,005.44 782,082.12

西部数据

11,821,975.68 -176,595.00 11,390,690.43 -518,352.38 13,661,294.02 446,620.50

JCY international berhad 176,298.17 4,272.02 175,709.88 -9,178.13 231,275.84 -18,638.53

铭异

90,275.43 -5,900.28 125,820.93 -8,534.17 137,218.24 -6,656.79

海量数据

39,671.30 3,019.37 55,129.31 5,692.65 53,680.74 5,373.27

同有科技

33,153.80 3,728.31 34,545.32 1,122.22 37,748.11 2,021.94

注：1.希捷科技(STX.O)，当年度报告期为上年7月至本年6月

2.西部数据(WDC.O)，当年度报告期为上年7月至本年6月

3.JCY� (5161.KL)，当年度报告期为上年10月至本年9月

4.铭异(3060.TW)，当年度报告期为本年1月至12月

数据来源：Wind、台交所，按历史汇率折算

公司将进一步整合各个业务板块的资源，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加强自动化生产水平、完善产业布局、加大新兴产品的开发，提升公司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巩固和增强客户管理，以保持持续发展及盈利能力。

2、2019年、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对上游的芯片/管芯、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等，以及下游

的通信设备终端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行业投资放缓，市场竞争加剧，

国产手机品牌在国内外的市场份额受到影响，市场订单及销售价格不及预期。

3、2020年受疫情影响，一定程度影响公司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产品销售，造成公司营

业收入未达预期。

（2）请结合你公司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格、成本、费用等因素量化分析说明你公司

最近三年毛利率水平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各类产品最近3年关键财务指标变化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分类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智能终端功能件和

精密结构件以及模

组类产品

168,184.19 139,419.75 17.10% 214,424.23 155,183.63 27.63% 240,260.46 172,045.63 28.39%

信息存储类产品

66,853.39 44,798.01 32.99% 72,329.17 56,197.48 22.30% 86,489.05 60,796.17 29.71%

新能源汽车类产品

47,344.58 34,823.90 26.45% 18,762.47 12,905.72 31.22% 19,644.70 9,580.01 51.23%

其他

8,148.82 2,531.67 68.93% 8,097.73 1,314.03 83.77% 9,031.69 1,843.20 79.59%

合计

290,530.98 221,573.32 23.74% 313,613.60 225,600.86 28.06% 355,425.90 244,265.02 31.28%

从上表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公司毛利率下降主要受智能终端功能件和精密结构件以及

模组类产品和新能源汽车类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智能终端功能件和精密结构件以及模组类产品2019年、2020年毛利率下降， 其中智能终

端功能件产品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毛利率分别为32.63%、35.31%、25.61%， 智能终端功能

件产品2019年毛利率与2018年毛利率相比增长，2020年毛利率与2019年毛利率相比下降；智能

终端精密结构件产品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毛利率分别为22.72%、17.92%、-4.82%， 智能终

端精密结构件产品2019年、2020年毛利率同比上一年下降。

1、公司智能终端功能件产品2020年毛利率同比2019年下降主要原因：

（1）2020年国内智能手机行业的竞争态势发生的阶段性变化，行业增速放缓，市场竞争

加剧，为了争取市场订单份额，公司降低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公司虽有开展相应的降本增效

活动，积极推进成本优化和成本转移，但仍未能全部消化成本及费用上升的影响，从而造成公

司的毛利率下降，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2020年由于华为芯片供应受限、全球疫情影响、苹果新品等发布延迟，公司智能终端

功能件产品收入未达预期，随着营业收入未达预期，公司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固定成本无法

摊薄，导致毛利率下降。

2、公司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产品2020年、2019年毛利率同比上一年下降主要原因：

（1）2019年、2020年，公司由智能手机精密结构内置件向智能手机精密结构外观件、3D热

压复合板材后盖的产品结构转变过程中， 国内智能手机行业的竞争态势发生的阶段性变化，

智能手机等3C产品外壳正由金属材质向非金属材质快速转换，公司的智能手机精密结构件加

工行业需求表现未达预期，同时由于公司此前在全制程、大规模量产智能手机精密结构外观

件方面技术储备不足，产生了较多的开发成本，公司新开发的智能手机3D热压复合板材后盖

产品处于良率提升、市场成长阶段，虽产品前景较好，但是由于前期试产成本、市场开拓成本

增加，影响公司智能手机精密结构件毛利率下降。

（2）2020年下半年受铜材、铝材相继大幅涨价的影响，公司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制造成

本增加，导致毛利率下降。

3、新能源汽车类产品2020年、2019年毛利率同比上一年下降主要原因：

（1）新能源汽车类产品2018年毛利率较高，主要因为公司成功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高附

加值产品新能源汽车电池模组配件，获得了较高的毛利率空间。

（2）公司2019年、2020年因为产品结构调整，新能源汽车类已量产产品受客户降价影响，

而新产品处于导入期，研发投入和设备投入较多，同时产能和产品良率尚处于爬坡期，所以导

致2019年-2020年的新能源汽车类产品毛利率下降。

（3）2020年下半年受铜材、铝材相继大幅涨价的影响，公司制造成本增加，导致毛利率下

降。

（二）营业成本中各成本项目分析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成本 占比 营业成本 占比 营业成本 占比

原材料

127,736.81 57.65% 122,342.85 54.23% 121,549.11 49.76%

直接人工

33,915.24 15.31% 37,680.96 16.70% 42,531.16 17.41%

制造费用

57,389.60 25.90% 64,263.03 28.49% 78,341.54 32.07%

其他

2,531.67 1.14% 1,314.03 0.58% 1,843.20 0.75%

合计

221,573.32 100.00% 225,600.86 100.00% 244,265.02 100.00%

从上表综合分析， 2018年-2020年公司原材料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49.76%、54.23%、

57.65%，公司直接材料成本主要为金属材料、胶带、泡棉、保护膜、石墨烯等。2019年因为公司

精密结构件产品结构改变，除原来的智能手机精密结构件内置件外，新增智能手机精密结构

件外观件和3D热压复合板材后盖， 精密结构件外观件和3D热压复合板材后盖对制造工艺水

平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产品良率不及预期，因此2019年材料成本较2018年有所增长。2020年受

市场环境影响，金属材料大幅涨价，而金属材料占公司材料的比重较高，因此导致2020年原材

料持续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

基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2019年、2020年经营情况不及预期，毛利率下滑；未来公

司将围绕已有核心产品，降本增效，提高产品品质和经营效率；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争取更多

新产品订单，并加快新产品良率、效率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改善经营毛利。

问题2、报告期内，你公司因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博精密” ）、威斯

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斯东山” ）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确认营业外收入

12.18亿元， 其中因回购注销的威博精密原股东持有的53,911,591股股票确认11.69亿元营业外

收入、威斯东山原股东将股票于二级市场卖出后补偿现金确认营业外收入4879.92万元。

（1）请结合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承诺相关协议具体条款和相关

补偿义务人承诺履行情况，说明上述营业外收入确认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合规性，并说明现金

补偿及股份回购注销的程序和时间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

（2）报告期初你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 确认的“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余额为10.61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公允价

值变动损失8.5亿元，报告期末该项资产账面余额2.01亿元。请说明上述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相关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

（3）请说明目前业绩补偿事项的具体进展、你公司后续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拟采取的具

体措施，并结合相关股东的履约能力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请结合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承诺相关协议具体条款和相关

补偿义务人承诺履行情况，说明上述营业外收入确认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合规性，并说明现金

补偿及股份回购注销的程序和时间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

（一）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的依据

本事项的业绩补偿是非同一控制合并中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未完成业绩承诺形成的补

偿，属于或有对价。由于公司收到的作为企业合并或有对价返还的自身股份，以实际业绩与承

诺业绩的差额为基础确定应予返还的股份数量会随着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实际业绩的情况

变动而变动，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金融资产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如下：

（1）初始计量：在购买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属于企业合并中的或有

对价，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一一企业合并》的规定，以购买日该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计量计入合并成本。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其他相关准则的规定，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

的，购买方应当将符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可回收的部分已支付合并对价的权利确认为一

项资产，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购买日时，基

于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的未来业绩预测情况，预计能够完成业绩承诺，因此该或有对价的公

允价值确认为零。

（2）后续计量：根据各期间实际业绩及后续期间预计业绩情况，调整金融负债（或金融资

产）账面价值，并计入各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实现结转情况：根据股份回购实际注销情况，应结转相应的金融资产。由于公司收购

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因此结转产生的利得（即应收的业绩补

偿），计入当期损益，结合上市公司实务操作案例和一贯性核算原则，公司2020年继续将该部

分损益计入“营业外收入” 。

（二）2020年度与威博精密相关的回购注销的具体过程、 确认营业外收入的会计处理分

录

1、安洁科技与威博精密原股东的业绩补偿约定

报告期内，公司于2017年收购威博精密100%股权，并与威博精密原股东签署了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根据安洁科技与威博精密原股东吴桂冠、吴镇波、练厚桂、柯杏茶、黄庆生签订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依据协议约定，本次

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承诺威博精密利润承诺期间实现

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不低于128,000.00万元， 其中：2017年、2018年、2019年实现的净利润承诺

数分别不低于33,000.00万元、42,000.00万元、53,000.00万元。

2、2020年回购注销的具体过程及营业外收入的会计处理

（1）2019年末业绩补偿股数的确定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苏公W[2020]E1150号），2019年威博精密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43.15万元，未能达到2019年净利润53,000.00万元的业绩承诺，威博精密

原股东应对公司进行补偿。根据合同约定的补偿股份数公式计算如下：

参数 取值

2017

、

2018

、

2019

年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万元）

128,000.00

2017

、

2018

、

2019

年威博精密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万元）

30,506.44

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万元）

340,000.00

截至

2019

年末已补偿金额（万元）

115,946.40

购买威博精密时发行股份价格（元

/

股）

19.95

应补偿股份总数（万股）

7,168.97

当年应补偿金额= （128,000.00-30,506.44）/128,000.00×340,000.00-� 115,946.40� =143,

020.87万元

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143,020.87/19.95=71,689,658股

由于威博精密原股东持有的安洁科技股份为119,298,246股，少于截至2019年应补偿股份

数12,980.82万股（1,363.42+� 4,448.43+� 7,168.97=12,980.82），因此应补偿股份数为61,179,745

股（119,298,246-13,634,191-44,484,310=61,179,745）

，差额1,050.99万股按交易时19.95元/股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为：1,050.99万股×

19.95元/股=� 20,967.26万元

因此，经计算，2019年末威博精密交易对方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为61,179,745股，现金补

偿金额为20,967.26万元。

（2）2020年5月12日注销36,683,375股股份时的会计处理

2020年5月12日公司注销威博精密原股东应补偿股份36,683,375股， 并冲减前期确认的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股本 3,668.34万元

资本公积 75,200.92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4,636.10万元

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4,636.10万元

营业外收入 78,869.26万元

（3）2020年6月3日注销17,228,216股股份时的会计处理

借：股本 1,722.82万元

资本公积 36,368.76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0,356.12万元

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0,356.12万元

营业外收入 38,091.58万元

经过上述确认与威博精密相关的业绩补偿后，公司2020年度合计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金

额为116,960.84万元，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要求。

（三）威博精密2019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及进展情况

1、威博精密2019年度业绩补偿方案

2019年威博精密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总数为61,179,745股， 业绩补偿现金补偿金

额为209,672,643.98元，现金分红返还12,235,949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业绩补偿义务人 承担比例

2019

年度应补偿股数（股）

2019

年度业绩补偿现金补偿金额（元）

2019

年度现金分红返（元）

1

吴桂冠

30.16% 18,451,810 63,237,269.44 3,690,362.22

2

吴镇波

28.16% 17,228,216 59,043,816.54 3,445,643.24

3

柯杏茶

17.92% 10,963,411 37,573,337.80 2,192,682.06

4

练厚桂

11.88% 7,268,154 24,909,110.10 1,453,630.74

5

黄庆生

11.88% 7,268,154 24,909,110.10 1,453,630.74

合计

100% 61,179,745 209,672,643.98 12,235,949.00

2、威博精密原股东业绩补偿事项进展情况

（1）2020年 4�月 9�日公司年审会计师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威博精密原股东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于2020年 4�月 9�日召开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2）截止2020年4月 22日，公司收到吴桂冠、黄庆生、柯杏茶等3位业绩补偿义务人同意

威博精密 2019�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的书面承诺函。

（3）2020�年 4�月 27日，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4）2020年4月28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提交申请办理三位威博精密原股东吴桂冠、黄庆生、柯杏茶合计

持有安洁科技36,683,375股的股份回购注销，并在2020年5月12日在中登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5）2020�年5月27日， 公司收到威博精密原股东吴镇波同意威博精密2019年度未完成业

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的书面承诺函，2020�年5月28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登公司提交申请办理威博精密原股东吴镇波持有安洁科技17,228,216股的股份回购注销，并

在2020年6月3日在中登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6）公司与威博精密四位原股东吴桂冠、黄庆生、柯杏茶、吴镇波签署了《债权债务的转

移及抵消协议》，由于公司与威博精密原股东之间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公司代扣代缴

的威博精密原股东之个人所得税无法确定，故该款项留存公司，待最终确定并扣缴威博精密

原股东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余额转付威博精密原股东， 公司与威博精密四位原股东吴桂冠、

黄庆生、柯杏茶、吴镇波约定将上述威博精密四位原股东吴桂冠、黄庆生、柯杏茶、吴镇波留存

公司款项与其应支付公司的现金补偿进行冲抵。现金补偿相抵消后，吴桂冠、黄庆生、柯杏茶、

吴镇波还需业绩补偿公司的现金补偿金额如下：

序号 业绩补偿义务人名称 承担比例 合计应补偿（返还）金额（元） 债权转移抵消金额（元）

还应向安洁科技实际支付金额

（元）

1

吴桂冠

30.16% 66,927,631.66 56,169,984.00 10,757,647.66

2

吴镇波

28.16% 62,489,459.78 52,445,184.00 10,044,275.78

3

柯杏茶

17.92% 39,766,019.86 33,374,208.00 6,391,811.86

4

黄庆生

11.88% 26,362,740.84 22,125,312.00 4,237,428.84

合计

88.12% 195,545,852.14 164,114,688.00 31,431,164.14

（7）目前威博原股东现金补偿及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序号

业绩补偿义

务人

2019

年度应补偿股

数（股）

已完成股份回购

注销股数（股）

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时

间

2019

年度业绩补偿现金补偿

及现金分红金额（元）

已完成现金补偿金额（元） 完成现金补偿进展

1

柯杏茶

10,963,411 10,963,411

2020

年

5

月

12

日

39,766,019.86 39,766,019.86

2021

年

4

月

2

日已完

成全部现金补偿

2

吴桂冠

18,451,810 18,451,810

2020

年

5

月

12

日

66,927,631.66 56,169,984.00

已完成现金补偿总

额的

83.93%

，未完

成全部现金补偿

3

黄庆生

7,268,154 7,268,154

2020

年

5

月

12

日

26,362,740.84 22,125,312.00

4

吴镇波

17,228,216 17,228,216 2020

年

6

月

3

日

62,489,459.78 52,445,184.00

5

练厚桂

7,268,154 0

未完成股份回购注销

26,362,740.84 0

未完成现金补偿

综上所述，公司关于威博精密相关现金补偿及股份回购注销的程序未完全符合公司与威

博精密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

（四）2020年度与威斯东山相关的收回补偿款的具体过程、 确认营业外收入的会计处理

分录

1、安洁科技与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补偿约定

根据公司与苏州福欧克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欧克斯” 或“业

绩承诺方” ）签订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若利润承诺期

间威斯东山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福欧克斯净利润承诺数，则福欧克斯按照协议约定在威

斯东山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将相应股份卖出所得资金支付给安洁

科技。

利润承诺期间内，福欧克斯当年应卖出安洁科技股票并将所得资金全部支付给安洁科技

的股份数依照下述公式计算：福欧克斯当年应卖出后将所得资金全部支付给安洁科技的股份

数=（威斯东山当期承诺净利润数额－威斯东山当期实现净利润数额）÷业绩承诺年度内各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16,500万元）×管理层持股平台用收到的全部交易对价购买的安洁

科技股份数。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卖出的补偿股份数小于0时，按0取值。如果当年应卖出的补

偿股份数大于福欧克斯实际持有的股份数， 福欧克斯应以差异数额的股票市值进行现金补

偿，股票市值计算所依据的股票价格为威斯东山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安洁科技的收

盘价。

2、2020年回购注销的具体过程及营业外收入的会计处理

（1）2019年末业绩补偿股数的确定

根据公证天业于2020年4月9日出具的《关于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20]E1151号），按照公司与福欧克斯签订的《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2019年度威斯东山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0,

854,787.98元，较业绩承诺方2019年业绩承诺数5,500.00万元少65,854,787.98元，业绩承诺未完

成。根据合同约定的公式计算如下：

参数 取值

威斯东山当期承诺净利润数额（万元）

5,500.00

威斯东山当期实现净利润数额（万元）

-1,085.48

业绩承诺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万元）

16,500.00

管理层持股平台用收到的全部交易对价购买的安洁科技股份数（股）

6,207,700

因此，经计算，2019年末威斯东山交易对方应卖出持有的安洁科技股份数为247.77万股。

（2）2020年4月24日收到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截至2020年4月24日，公司收到福欧克斯卖出其持有公司相应股份后支付的业绩补偿款4,

879.92万元，冲减相应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4,879.92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365.71万元

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365.71万元

营业外收入 4,879.92万元

经过上述确认与威斯东山相关的业绩补偿后，公司2020年度合计确认相关营业外收入金

额为4,879.92万元，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要求。

（五）威斯东山2019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及进展情况

1、威斯东山2019年度业绩补偿方案

2019年度威斯东山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0,854,787.98元， 较业绩承诺方

2019年业绩承诺数5,500.00万元少65,854,787.98元， 经计算，2019年末威斯东山交易对方应卖

出持有的安洁科技股份数为247.77万股。

2、2019年度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事项进展情况

2020年4月9日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了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

2020年4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

的议案；

2020年4月24日， 公司收到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卖出相应股份后， 支付的业绩补偿款4,

879.92万元。至此，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应承担的2019年度业绩补偿全部履行完毕。

综上所述，公司关于威斯东山相关业绩补偿履行的程序和时间符合公司与威斯东山业绩

承诺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

（2）报告期初你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 确认的“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余额为10.61亿元，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公允价

值变动损失8.5亿元，报告期末该项资产账面余额2.01亿元。请说明上述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相关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

（一）与威博精密相关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公允价值变动相关具体会计处理。

1、2019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及回购注销的具体过程及会计处理

（1）2019年末业绩补偿股数的确定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苏公W[2020]E1150号），2019年威博精密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43.15万元，未能达到2019年净利润53,000.00万元的业绩承诺，威博精密

原股东应对公司进行补偿。根据合同约定的补偿股份数公式计算如下：

参数 取值

2017

、

2018

、

2019

年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万元）

128,000.00

2017

、

2018

、

2019

年威博精密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万元）

30,506.44

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万元）

340,000.00

截至

2019

年末已补偿金额（万元）

115,946.40

购买威博精密时发行股份价格（元

/

股）

19.95

应补偿股份总数（万股）

7,168.97

当年应补偿金额= （128,000.00-30,506.44）/128,000.00×340,000.00-� 115,946.40� =143,

020.87万元

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143,020.87/19.95=71,689,658股

由于威博精密原股东持有的安洁科技股份为119,298,246股，少于截至2019年应补偿股份

数12,980.82万股（1,363.42+� 4,448.43+� 7,168.97=12,980.82），因此应补偿股份数为61,179,745

股（119,298,246-13,634,191-44,484,310=61,179,745）

，差额1,050.99万股按交易时19.95元/股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为：1,050.99万股×

19.95元/股=� 20,967.26万元

因此，经计算，2019年末威博精密交易对方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为61,179,745股，现金补

偿金额为20,967.26万元。

（2）2019年12月31日编制2019年年报的会计处理

威博精密原股东2019年应补偿公司61,179,745股，按照2018年末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

16.67元/股计算，威博精密原股东应补偿公司股票的价值为101,986.63万元。公司具体会计处

理如下：

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01,986.63万元

其他应收款 20,967.26万元

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2,953.89万元

即威博精密期初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 确认的“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余额为101,986.63万元。

（3）2020年5月12日注销36,683,375股时的会计处理

2020年5月12日公司注销威博精密原股东应补偿股份36,683,375股， 并冲减前期确认的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股本 3,668.34万元

资本公积 75,200.92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4,636.10万元

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4,636.10万元

营业外收入 78,869.26万元

（4）2020年6月3日注销17,228,216股股份时的会计处理

借：股本 1,722.82万元

资本公积 36,368.76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0,356.12万元

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0,356.12万元

营业外收入 38,091.58万元

（5）2020年12月31日编制2020年年报的会计处理

截至2020年年末，由于尚未取得业绩补偿义务人练厚桂关于同意威博精密2019年度未完

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补偿方案的承诺函， 中登公司还未能完成练厚桂应股份补偿7,

268,154股回购注销手续，2020年第三季度末安洁科技股票收盘价格为21.95元/股，未注销股份

公允价值为15,935.60万元， 注销后账面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6,994.41万元（101,986.63-64,

636.10-30,356.12），账面调整公允价值差额8959.20万元。

2020年年末确认的会计处理：

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959.2�万元

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959.2�万元

2020年11月13日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1号》1-7�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即购买方能够确定当期应收回的自身股份的具体数量，则在当期资产

负债表日，该或有对价满足“固定换固定” 的条件，以重分类日相关股份的公允价值计量，并

不再核算相关股份的后续公允价值变动，故年末不再调整公允价值。

因此威博精密期末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 确认的“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余额为15,935.60万元，确认的当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为86,033.02万元。

（二）与威斯东山相关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公允价值变动相关具体会计处理。

1、2019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及回购注销的具体过程及会计处理

（1）2019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

根据公证天业于2020年4月9日出具的《关于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20]E1151号），按照公司与福欧克斯签订的《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2019年度威斯东山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0,

854,787.98元，较业绩承诺方2019年业绩承诺数5,500.00万元少65,854,787.98元，业绩承诺未完

成。根据合同约定的公式计算如下：

参数 取值

威斯东山当期承诺净利润数额（万元）

5,500.00

威斯东山当期实现净利润数额（万元）

-1,085.48

业绩承诺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万元）

16,500.00

管理层持股平台用收到的全部交易对价购买的安洁科技股份数（股）

6,207,700

因此，经计算，2019年末威斯东山交易对方应卖出持有的安洁科技股份数为247.77万股。

（2）2019年12月31日编制2019年年度报告的会计处理

根据2019年12月31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16.67元/股计算，福欧克斯应卖出247.77万

股的公允价值为4,130.33万元。公司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130.33万元

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130.33万元

即威斯东山期初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 确认的“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余额为4,130.33万元。

（3）2020年4月24日收到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截至2020年4月24日，公司收到福欧克斯卖出其持有公司相应股份后支付的业绩补偿款4,

879.92万元，冲减相应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4,879.92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130.33万元

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130.33万元

营业外收入 4,879.92万元

2、2020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及回购注销的具体过程及会计处理

（1）2020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

根据公证天业于2021年3月2日出具的《关于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20年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21]E1023号），按照公司与福欧克斯签订的《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2020年度威斯东山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4,

811,538.57元，较业绩承诺方2019年业绩承诺数6,000.00万元少-64,811,538.57元，业绩承诺未

完成。根据合同约定的公式计算如下：

参数 取值

威斯东山当期承诺净利润数额（万元）

6,000.00

威斯东山当期实现净利润数额（万元）

-481.15

业绩承诺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万元）

16,500.00

管理层持股平台用收到的全部交易对价购买的安洁科技股份数（股）

6,207,700

因此，经计算，2020年末威斯东山交易对方应卖出持有的安洁科技股份数为2,438,366股。

（2）2020年12月31日编制2020年年度报告的会计处理

根据2020年12月31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17.23元/股计算， 福欧克斯应卖出2,

43.8366万股的公允价值为4,201.30万元。公司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201.30万元

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201.30万元

因此威斯东山期末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 确认的“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余额为4,201.30万元，确认的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为70.97�万元。

综上所述，报告期初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确认的“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余额为10.61亿元（101,986.63万元+� 4,130.33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8.5亿元（86,033.02万元-70.97万元），报告期末

该项资产账面余额2.01亿元（15,935.60万元+4,201.30万元），上述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具体说明因公司股价变动形成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金额及确认

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因公司股价变动形成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补偿是为公司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的业绩承

诺方由于未完成业绩承诺应支付给公司但尚未支付的补偿，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或

有对价。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金融资产的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具体如下：

（1）初始计量

根据证监会会计部《会计监管工作通讯（2017年第1期，总第38期）》的规定：“上市公司

收到的作为企业合并或有对价返还的自身股份，以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额为基础确定应

予返还的股份数量，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所规定的权益工具的

条件，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金融资产的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企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中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的，该金融资产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得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根据公司与威博精密、威斯东山相关业绩承诺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等约定，如果威博

精密、威斯东山业绩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则其需要以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额为基础

确定应予返还的股份、现金等对价，具体返还的股份、现金等对价随着威博精密和威斯东山实

际业绩的情况变动而变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权益工具确认

的条件，公司对此存在一项应收的金融资产。因此，公司将该或有对价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后续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利得和损失，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证监会会计部

《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 的规定：“个别公司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不达标时，以

收购时的股份发行价格确认和计量应收补偿股份相关金融资产及损益，而未按照应收补偿股

份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因此，公司对业绩补偿承诺方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约定，按照各期间实际业绩

情况，调整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并计入各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终止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一）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二）该金融资产

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关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

规定。本准则所称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是指企业将之前确认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从其资产负债表中予以转出。……企业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

分收回的，应当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因此，公司在回购注销威博精密业绩承诺方的相关股票或者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卖出股

票以现金补偿时，将其作为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对威博精密、威斯东山的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股票因股价变动形

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因公司股价变动形成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金额确认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一一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企业应当将公允价值计量所使

用的输入值划分为三个层次，并首先使用第一层次输入值，其次使用第二层次输入值，最后使

用第三层次输入值。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

经调整的报价。活跃市场，是指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量和交易频率足以持续提供定价信息

的市场。……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或自身权益工具，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存在相同

或类似负债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可观察市场报价的，应当以该报价为基础确定该负债或企业

自身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公司应收补偿股份的公允价值以上市公司股票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其前一个交易日的A

股市场收盘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3、相关上市公司的实践情况

因公司股价变动形成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金额及确认依据与市场上较多上市公司的实

践情况相一致，相关案例如下：

上市公司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会计处理 相关公告名称

领益智造

（

002600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1

、初始计量：公司在初始确认时将曹云等人的业绩补偿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2

、后续计量：根据自身股票收盘价对尚未回购的股票补偿进行后续计量，其公允

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终止确认：在回购业绩补偿股票时，将其作为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

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2020

年

7

月

15

日）

银禧科技

（

300221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公司向胡恩赐回购

31,510,968

股股份、向许黎明回购

11,514,503

股股份、向高炳义回购

9,226,369

股股份，共计回购

52,251,840

股股份并予以注销。其中，

2019

年度许黎明、高炳

义以发行价分别增持

1,435,000

股、

1,150,900

股。 公司按照

2019

年

6

月

5

日股票收盘价

6.56

元

/

股对上述补偿股份的公允价值进行调整，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关于对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

2020

年

5

月

27

日）

中欣氟材

（

002915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公司应根据应收补偿股票的公允价值及业绩实现情况计算得出的应补偿股数， 在资

产负债表日确认业绩补偿条款下的金融资产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从股份锁定安排

情况看，上市公司收到该补偿不存在障碍。因此在

2019

年度确认上述业绩补偿条款

下的金融资产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20

年

7

月

7

日）

（3）请说明目前业绩补偿事项的具体进展、你公司后续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拟采取的具

体措施，并结合相关股东的履约能力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一）威博精密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2017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18]E1153号），2017年威博精密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759.92万元，未能达到2017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33,000.00万元的业绩承诺，达成率为68.97%。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19]E1103号），2018年度威

博精密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589.67万元， 未能达到

2018年度净利润42,000.00万元的业绩承诺，达成率为20.45%。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20]E1150号）、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

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2019

年度威博精密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431,456.65元，较

业绩承诺方2019年业绩承诺数53,000.00万元少538,431,456.65元，业绩承诺未完成。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度承诺数 年度实现数 差额 达成率

2017

年度威博精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000.00 22,759.92 10,240.08 68.97%

2018

年度威博精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000.00 8,589.67 33,410.33 20.45%

2019

年度威博精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000.0 -843.15 53,843.1450 -1.59%

三年累计实现

128,000.00 30,506.44 97,493.555 23.83%

（二）威博精密未完成业绩承诺涉及的业绩补偿事项

1、威博精密2017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涉及的股份业绩补偿事项

根据公司2018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2018年5月16日召开的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7年度未完成

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公司以1元价格回购补偿义务主体合计持有的补偿股份13,

634,191股并予以注销。

公司于2018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完成回购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7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公告》，公司已完成应补偿股份数量为13,634,191股的回

购注销手续。

2、威博精密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涉及的业绩补偿事项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公司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的议案》， 由于威博精密2018年威博精

密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8,589.67万元， 未能达到2018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42,000.00万元的业绩承诺，达成率为20.45%。根据公司与威博精密五位原股东吴桂冠、吴

镇波、柯杏茶、练厚桂、黄庆生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

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本次将向吴桂冠、吴镇波、柯杏茶、练厚桂、黄庆生回购共计44,484,

310股。

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完成回购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

司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公告》，公司已完成应补偿股份数量为44,484,310股的

回购注销手续。

3、威博精密2019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涉及的业绩补偿事项

（1）威博精密2019年度业绩补偿方案

公司于2020年 4�月 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标的公司2019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补偿的议案》， 由于2019年度威博

精密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431,456.65元， 较业绩承诺

方2019年业绩承诺数 53,000.00万元少538,431,456.65元，业绩承诺未完成。根据公司与威博精

密五位原股东吴桂冠、吴镇波、柯杏茶、练厚桂、黄庆生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利润补偿协议》 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2019年威博精密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总

数为61,179,745股，业绩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为209,672,643.98元，现金分红返还12,235,949元。

（2）目前威博精密2019年度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如下：

序号

业绩补偿义

务人

2019

年度应补偿股

数（股）

已完成股份回购

注销股数（股）

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时

间

2019

年度业绩补偿现金补偿

及现金分红金额（元）

已完成现金补偿金额（元） 完成现金补偿进展

1

柯杏茶

10,963,411 10,963,411

2020

年

5

月

12

日

39,766,019.86 39,766,019.86

2021

年

4

月

2

日已完

成全部现金补偿

2

吴桂冠

18,451,810 18,451,810

2020

年

5

月

12

日

66,927,631.66 56,169,984.00

已完成现金补偿总

额的

83.93%

，未完

成全部现金补偿

3

黄庆生

7,268,154 7,268,154

2020

年

5

月

12

日

26,362,740.84 22,125,312.00

4

吴镇波

17,228,216 17,228,216 2020

年

6

月

3

日

62,489,459.78 52,445,184.00

5

练厚桂

7,268,154 0

未完成股份回购注销

26,362,740.84 0

未完成现金补偿

（3）2021�年 1�月，公司与吴桂冠、黄庆生关于业绩补偿的合同纠纷向苏州市吴中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已与吴桂冠、黄庆生签署《民事调解书》，具体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案号 未付之款项 （元） 原告损失 （元） 进展情况

安洁科技 吴桂冠 （

2021

）苏

0506

民初

742

号

10,757,647.66 544,673

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如下调解协

议：被告需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付原告安洁科技

未付之款项，如被告未按期足额支付，则被告自愿承

担原告损失以及未付之款项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可

就被告全部未付之款项、原告损失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安洁科技 黄庆生 （

2021

）苏

0506

民初

739

号

4,237,428.84 522,35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补偿义务人吴桂冠应支付现金补偿款10,757,647.66元、

补偿义务人黄庆生应支付现金补偿款4,237,428.84元，按照以上《民事调解书》约定，吴桂冠、

黄庆生需在2021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公司未付之款项。公司将督促吴桂冠、黄庆生按照约定

在2021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公司未付之款项。如果吴桂冠、黄庆生未按期足额支付，公司将按

照《民事调解书》约定，将申请吴桂冠、黄庆生全部未付之款项、公司损失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补偿义务人吴镇波未能如期履行现金补偿义务，考虑到吴镇波业绩补偿存在的违约

风险，公司已向吴镇波提起诉讼，目前诉讼进展是已开庭尚未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镇

波仍有9,190,328.29元应补偿现金未支付。

（5）补偿义务人练厚桂未能如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考虑到练厚桂业绩补偿存在的违约

风险，公司已向练厚桂提起诉讼，目前诉讼进展是一审已判决，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

二审上诉，目前二审已开庭尚未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练厚桂仍有7,268,154� 股的应补偿

股份待回购注销，24,909,110.10元应补偿现金未支付，1,453,630.74元应返还现金分红未支付。

对于威博精密原股东吴桂冠、黄庆生、吴镇波、练厚桂尚未完成2019年业绩补偿的情况，

公司将继续通过法律程序，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三）结合威博精密原股东吴桂冠、黄庆生、吴镇波、练厚桂的履约能力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

按照公司与威博精密原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的约定和威博精密原股东实际收到的现金对价，威博精密业绩补偿义务人实际需支付的现金

补偿款与其应收威博精密的剩余股权转让所得税税款相抵后净额较低，且远低于其在本次股

权转让交易中收到的现金对价。由此可见，四位威博精密尚未完成业绩补偿义务的吴桂冠、黄

庆生、吴镇波、练厚桂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中收到的现金对价足以覆盖其业绩补偿责任。公

司认为威博精密原股东吴桂冠、吴镇波、黄庆生、练厚桂具有现金补偿履约能力。但是尚未完

成业绩补偿义务的吴桂冠、吴镇波、黄庆生、练厚桂存在无法履约的可能性，特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四）威斯东山未完成业绩承诺涉及的业绩补偿事项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苏州威斯东 山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 W[2019]E1105号），按照公司与

福欧克斯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 偿协议》，2018年度威斯东山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为2,380.61万元，未 能达到2018年度净利润5,000.00万元的业绩承诺，达成率

为47.61%。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苏州威斯东山电 子技术有限

公司2019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20]E1151�号），按照公司与福欧

克斯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2019�年度威斯东山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为-10,854,787.98元， 较业绩承诺方 2019年业绩承诺数 5,500.00万元少65,854,

787.98元，业绩承诺未完成。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苏州威斯东山电 子技术有限

公司2020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21]E1023�号），按照公司与福欧

克斯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2020�年度威斯东山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为-4,811,538.57元，较业绩承诺方2020年业绩承诺数 6,000.00万元少64,811,538.57

元，业绩承诺未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度承诺数 年度实现数 差额 达成率

2018

年度威斯东山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00.00 2,380.61 2,619.39 47.61%

2019

年度威斯东山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00.00 -1,085.48 6,585.48 -19.74%

2020

年度威斯东山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00.00 -481.15 6,481.15 -8.02%

三年累计实现

16,500.00 813.98 15,686.02 4.93%

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因业绩未达成需进行业绩补偿， 已出售持有的公司股票6,207,700

股，并将所需现金补偿的金额支付给公司，公司2019-2021年累计已收到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

现金业绩补偿100,175,621.39元，威斯东山业绩承诺方已完成全部业绩补偿。

问题3、报告期末，你公司的存货账面余额为5.12亿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7297.86万元，

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跌价准备5934.88万元，转回或转销跌价准备8335.92万元。请你公司结合

存货性质、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判断标准等，详细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转回或转销、其他减少

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其他减少进行利润调节

的情形。

回复：

1、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库存商品、半成品、在产品构成，2020年末，公司存货构成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原值

跌价准备

净值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原材料

10,643.12 20.79% 1,013.10 9,630.03 21.93%

库存商品

32,644.42 63.75% 4,742.10 27,902.32 63.55%

半成品

6,470.99 12.64% 1,464.39 5,006.60 11.40%

在产品

1,444.48 2.82% 78.26 1,366.23 3.11%

合计

51,203.02 100.00% 7,297.85 43,905.18 100.00%

2、公司2020年度各类存货跌价准备增减变动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汇率折算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原材料

1,359.12 672.34 - 89.63 922.81 -5.93 1,013.10

库存商品

6,533.50 4,665.07 - - 6,456.54 0.07 4,742.10

半成品

1,585.18 538.72 - - 659.51 - 1,464.39

在产品

226.94 58.77 - - 207.44 - 78.26

合计

9,704.74 5,934.88 - 89.63 8,246.30 -5.86 7,297.85

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的会计政策及判断标准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原则计量，产成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可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

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

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

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

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

额计提。

同时，根据准则相关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

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对于已售存货，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也予以结转。

4、公司2020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其他减少的具体情况

2020年，由于公司部分存货价格回升，经测试，公司原材料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

额范围内转回89.63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2020年，由于公司部分原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实现对外销售、生产投用原已计提

跌价准备的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以及本公司进行库存清理将无使用价值的存货报废处

置，公司对原已计提减值的存货，相应转销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8,246.30万元。

2020年，公司合并范围内境外子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由于外币折算汇率变动，相应影响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5.86万元。

综上，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的转回、转销以及汇率折算变动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遵循了一贯性财务处理原则，不存在以前年度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

金，2020年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其他减少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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