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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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7-073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的应补偿股份涉及股东为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共计为 2,507,595 股，该股份为

限售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708,626,592的 0.354%。 

    2.本次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元总价回购并

注销。本次回购的股票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一、业绩补偿具体方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853号《关于核准宁

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铝宁夏能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的批复，于2014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重组方案如下： 

公司向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

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风电业务类相关资产及

负债，本次交易以截至2013年5月31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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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43.13万元为作价依据。同时，银星能源拟向包括中铝宁夏

能源在内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4.27亿元。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为中铝宁夏能源风电业务类相关资产及

负债，具体包括： 

1.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星风

电）100%的股权、宁夏青铜峡宁电风光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电风光）100%的股权、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神州风电）50%的股权； 

2.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阿左旗分公司（以下简称阿左

旗分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力发电厂（以

下简称太阳山风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

发电厂（以下简称贺兰山风电厂）的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 

3.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风电设备（银川）制造基地（以下简称

风电设备制造基地）的整体资产。 

2014年2月10日，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签署了《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及协议如下： 

（一）预测净利润数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补偿资产 2014 年、2015年、

2016年拟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4,615.43万

元、5,459.87 万元、6,358.00 万元。双方确认并同意，上述评

估机构预测的补偿资产 2014 年、2015年、2016 年拟实现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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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视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的数额。 

双方同意，补偿资产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拟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4,615.43万元、5,459.87万元及 6,358.00万元。 

（二）实际净利润数及与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确定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甲方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

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甲方持有的补偿资产利润补偿

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

积数与评估报告中的补偿资产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情

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三）利润补偿期间 

    本协议项下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含

实施完毕当年）。甲乙双方同意，如果本次交易于 2014 年度实

施完毕，乙方对甲方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年、2015年、2016

年。 

（四）补偿的实施 

    1.股份回购 

a.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如果补偿资产利

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累积数小于评估报告所对应补偿资产同期累积预测净

利润数，则甲方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5日内，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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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方式通知乙方补偿资产该期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积预

测净利润数的事实，并要求乙方补偿净利润差额。 

b.如果乙方须向甲方补偿利润，乙方同意甲方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甲方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

限为乙方以补偿资产认购的全部甲方股份。 

    2.每年股份回购数量的确定 

    a.在利润补偿期间，如果须实施股份回购，当年应回购股份

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回购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对应补偿资产累积预测净利

润数－截至当期期末对应补偿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认购股

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对应补偿资产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 1：补偿资产实际净利润数以补偿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确定； 

    注 2：认购股份总数是指乙方以补偿资产所认购的甲方股份

数量； 

    注 3：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

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b.如果利润补偿期内甲方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

致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数发生变化，则乙方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

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c.在利润补偿期内，如果须实施股份回购，乙方应将回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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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利润补偿期内的现金分红返还甲方。返还现金分红的计算公

式为返还现金分红=回购股份数×利润补偿期内每股现金红利。 

    3.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甲方对补偿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

末减值额/补偿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

总数，则乙方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

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4.股份回购的实施 

    a.如果乙方须向甲方补偿利润，乙方需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

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条之规定计算应回购股份数并协助甲方

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该等应回购股份转移至甲方董事会设

立的专门账户，进行单独锁定。应回购股份转移至甲方董事会设

立的专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

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在利润补偿期间，已

经累积的单独锁定的应回购股份不得减少。 

    b.甲方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应回

购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应在两个月内就本协议项下全部

应回购股份的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通过，甲

方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的全

部股份，并予以注销；若甲方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议案，

则甲方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前款约定的存放于甲方董事会

设立的专门账户中的全部已锁定股份赠送给甲方股东大会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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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乙方以外的其他

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

股份数后甲方的股本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二、本次触发业绩补偿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 3月 3

日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鉴证报告》（XYZH/2017YCA20008），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

资产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测数为 6,358.00万元，2016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27.20万元，2016 年度完成盈利预

测总额的 96.37%，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月 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在《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

标的资产 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2017-023）。 

    三、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7 年 3 月 3 日公司召开的七届二次董事会、2017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总价人

民币 1 元的价格向业绩承诺方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购

注销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或股份赠送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7

年 3月 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在《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1元的价格向业绩承诺方中铝宁夏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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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公告》（2017-025）。 

四、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 

根据2014年2月10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应补偿并注销的股份数为2,507,595股。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回购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6项风电厂资产累积预测净利

润数－截至当期期末6项风电厂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以6

项风电厂资产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6项风电厂资产各年的

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年份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承诺扣非后净利润

（万元） 
4,615.43 5,459.87 6,358.00 

实际扣非后净利润 

（万元） 
5,007.90 

2,373 

（已现金补偿2694.4） 
6,127.20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4615.43+5459.87+6358）-（5007.90+2373+2694.4+6127.20）] 

×17,854.4492÷（4615.43+5459.87+6358）-0=250.7595万股 

（二）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回购中铝宁夏能源补偿的 2,507,595股股份并予以注销。 

（三）回购注销股份完成进展 

公司按照规定及时办理了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

销手续，截至 2017年 8月 16日该等股份已完成回购并注销。 



8 
 

（四）减资公告及本次回购注销验资情况 

2017年6月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实施股份回购并注销事项债权人通知暨减

资的公告》（2017-057），自本公告发布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

权人异议。 

2017年6月8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7YCA20094）。

经审验，公司已以总价人民币1.00元回购中铝宁夏能源补偿的

2,507,595股股份并予以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

708,626,592股减少为706,118,997股。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374,267,300 52.82% -2,507,595 371,759,705 52.65%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49,754,091 7.02%  49,754,091 7.05%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324,513,209 45.79%  322,005,614 45.60% 

二、无限售流通股 334,359,292 47.18%  334,359,292 47.35% 

三、总股本 708,626,592 100.00%  706,118,997 100.00%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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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8 月 18日 

 股本总额（股） 2016 年度每股收益（元）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

的每股收益（元/股） 
708,626,592 0.01556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

的每股收益（元/股） 706,118,997 0.0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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