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广中茂”、“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6 日披露了本次重组的相关文件，并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

《关于对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2017】第

4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

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天广中茂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问

询函》中涉及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的事项答复如下，请贵所予以审核。 

除特别说明，本回复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涉及对

重组预案等文件修改的已用楷体加粗表明。 

问题 1、2017 年 3 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简称“前次预案”）。根据《预案》，你公司拟

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江苏裕灌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并对前次预案中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

调整。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披露文件主要修订情况对照表，

并说明较前次预案的差异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披露文件主要修订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披露文件主要修订情况对照表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天广中茂拟以发行股份及支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 2017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天广中

茂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池茂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池茂连、谢钦发、

永益投资、杨丽清、杨益明、黄明

灼、陈是兴、廖文伟、陈宝淦、陈

光前、陈海帆、杨丽萍等 12 名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神农菇业 100%股

权，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黄健光、中恒泰控股、王阿

龙、洪少荣、陈家斌、弘盈投资、

广海星汇、红犇客商汇等 8 名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裕灌农业 100%股

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市

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包括天广中

茂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内的不

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1,500 万元，不

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其中天广中茂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承诺认购金额人民币不低于

5,000万元且不超过 10,000万元（均

含本数），并承诺不参与竞价过程

且接受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配套

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发

行费用后，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 

连、谢钦发、永益投资、杨丽清、

杨益明、黄明灼、陈是兴、陈宝淦、

陈光前、杨丽萍、陈海帆、廖文伟

等 12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神农

菇业 100%股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市

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29,771 万元，不超过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配套资

金将用于神农菇业“日产 115 吨海

鲜菇自动化瓶栽生产线项目”建设

以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发行

费用。 

 

发行

股份

购买

资产 

标的 

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

的资产为神农菇业 100%股权和裕

灌农业 100%股权。 

本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的标的

资产为神农菇业 100%股权。 

交易 

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交易对方为池茂连、谢钦发、永

益投资、杨丽清、杨益明、黄明灼、

陈是兴、廖文伟、陈宝淦、陈光前、

陈海帆、杨丽萍等 12 名神农菇业股

东和黄健光、中恒泰控股、王阿龙、

洪少荣、陈家斌、弘盈投资、广海

星汇、红犇客商汇等 8 名裕灌农业

股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为池茂连、谢钦发、永益投资、杨

丽清、杨益明、黄明灼、陈是兴、

陈宝淦、陈光前、杨丽萍、陈海帆、

廖文伟等 12 名神农菇业股东。 

交易 

价格 

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神农菇业 100% 股权预估值为

98,993.65 万元，裕灌农业 100%股

权预估值为 160,430.90 万元。本次

交易拟购买神农菇业 100%股权和

裕灌农业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初

定为 98,800 万元和 160,000 万元。 

以 2017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进行初步评估，神农菇业 100%股

权预估值为 90,115.67 万元。本次交

易拟购买神农菇业 100%股权的交

易价格初定为 90,000 万元。 

评估基

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发行价
本次交易选择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

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格及发

行数量 

次重组事项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2017 年 3 月 21

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作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即 10.15 元/股。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需发行的股份数

量合计 216,086,691 股，各发行对象

以其所持的神农菇业或裕灌农业的

股权进行认购。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2017 年 9 月 6 日），本次发

行定价为 6.63 元/股，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90%。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需发行的股份数

量合计 135,746,599 股，各发行对象

以其所持的神农菇业的股权进行认

购。 

锁定期

安排 

（1）神农菇业交易对方 

①利润补偿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

后，上市公司应在进行年度审计时

对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与约定的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

核，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司该年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

具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 

②本次交易中池茂连、谢钦发、杨

丽清、杨益明、黄明灼、陈海帆、

杨丽萍参与利润补偿，其认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期：自取得

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2020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且履

行完毕利润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

（若有）之日止。但是，如下情形

除外： 

I 若上市公司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公告后，神农菇业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不低于参与利润补偿方承

诺的 2017 年神农菇业净利润，则参

与利润补偿方通过本次交易认购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15%自该等股

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解除限

售，参与利润补偿方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 85%仍依据上述限售

期的约定保持限售。 

II 参与利润补偿方用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进行利润补偿和减值测试

补偿时，补偿股份解除限售。 

III 如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参与利润

补偿方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限售期长于《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约定的期限，则限售期限按照对应

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③永益投资、陈是兴、廖文伟、陈

宝淦、陈光前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

1、利润补偿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

后，上市公司应在进行年度审计时

对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与约定的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

核，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司该年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

具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若神农

菇业及其子公司就使用本次募集资

金没有向上市公司支付资金使用

费，则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际净利润数还需扣除本次募集资

金对盈利预测截至当期期末的影响

数，本次募集资金对盈利预测截至

当期期末的影响数为本次募集资金

实际到账神农菇业及其子公司的金

额乘以一年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乘以截至当期期末资金实际

使用天数除以 365。 

2、本次交易中池茂连、谢钦发、杨

丽清、杨益明、黄明灼、陈海帆、

杨丽萍参与利润补偿，其认购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期：自取得

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2020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且履

行完毕利润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

（若有）之日止。但是，如下情形

除外： 

（1）若上市公司 2017 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公告后，神农菇业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对盈利预测截至

当期期末的影响数（若有）后的净

利润不低于参与利润补偿方承诺的

2017 年神农菇业净利润，则参与利

润补偿方通过本次交易认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 25%自该等股份上

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解除限售，参

与利润补偿方认购取得的未解除限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股份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但是，当

神农菇业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取

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其持有的神

农菇业股权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

则其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

售期为 36 个月。如根据法律法规规

定限售期长于《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约定的期限，则限售期限按照对应

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④若神农菇业 100%股权的交易对

方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则其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限售期按照对应法律法

规规定执行。 

⑤本次发行结束后，神农菇业 100%

股权的交易对方由于上市公司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约定，但如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等取

得的股份限售期限长于《购买资产

框架协议》约定的期限，则该部分

限售期限按照对应法律法规规定执

行。 

⑥限售期自本次交易向神农菇业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所发行股份

上市之日起算。 

⑦若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

或相关规定要求的股份锁定期长于

上述锁定期，则神农菇业 100%股

权的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

相应调整。 

（2）裕灌农业交易对方（略） 

 

售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75%仍依据上

述限售期的约定保持限售。 

（2）若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公告后，神农菇业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对盈利预测截至

当期期末的影响数（若有）后的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参与利润补偿方承诺的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净利润，若 2017 年神农菇业

净利润达标后部分股份已解除限

售，则参与利润补偿方通过本次交

易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5%

自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公告且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解除限售；若 2017 年神

农菇业净利润未达标而导致股份未

解除限售，则参与利润补偿方通过

本次交易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的 50%自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专项

审核报告公告且该等股份上市之日

起满 12 个月后解除限售。参与利润

补偿方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仍依据上述限售期的约定保持

限售。 

（3）参与利润补偿方用其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进行利润补偿和减值测

试补偿时，补偿股份解除限售。 

（4）如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参与利润

补偿方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限售期长于《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约定的期限，则限售期限按照对应

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3、永益投资、陈是兴、廖文伟、陈

宝淦、陈光前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但是，当

神农菇业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取

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其持有的神

农菇业股权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

则其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

售期为 36 个月。如根据法律法规规

定限售期长于《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约定的期限，则限售期限按照对应

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4、若神农菇业 100%股权的交易对

方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则其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限售期按照对应法律法

规规定执行。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5、本次发行结束后，神农菇业 100%

股权的交易对方由于上市公司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约定，但如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等取

得的股份限售期限长于《购买资产

框架协议》约定的期限，则该部分

限售期限按照对应法律法规规定执

行。 

6、限售期自本次交易向神农菇业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所发行股份

上市之日起算。 

7、若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

或相关规定要求的股份锁定期长于

上述锁定期，则神农菇业 100%股

权的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

相应调整。 

业绩 

承诺 

神农菇业 2017-2020 年预测净

利润如下：2017 年度：7,270.54 万

元；2018 年度：9,742.92 万元；2019

年度：13,567.91 万元；2020 年度：

17,010.49 万元。 

各方同意，池茂连、谢钦发、

杨丽清、杨益明、黄明灼、陈海帆、

杨丽萍为神农菇业业绩承诺的参与

利润补偿方。参与利润补偿方各自

按照在本次交易前所持神农菇业股

权占参与利润补偿方在本次交易前

合计持有的神农菇业股权总数的比

例承担补偿责任。 

神农菇业 2017-2020 年预测净

利润如下：2017 年度：6,452.12 万

元，2018 年度：9,003.11 万元，2019

年度：12,069.01 万元，2020 年度：

15,691.56 万元。 

各方同意，池茂连、谢钦发、

杨丽清、杨益明、黄明灼、陈海帆、

杨丽萍为神农菇业业绩承诺的参与

利润补偿方。参与利润补偿方各自

按照在本次交易前所持神农菇业股

权占参与利润补偿方在本次交易前

合计持有的神农菇业股权总数的比

例承担补偿责任。 

重大

风险

提示 

业绩补

偿承诺

实施的

风险 

无 

补充披露了存在业绩补偿无法覆盖

交易对价的风险及《利润补偿协议》

约定的补偿金额无法获得全额补偿

的风险。 

标的公

司经营

相关风

险 

略 

因更新了固定资产中新增房屋建筑

物、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权证的进

展，已删除资产权属的风险提示。

根据标的公司的最新情况，增加了

流动性风险提示。 

募集

配套

资金 

发行 

对象 

向包括天广中茂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 

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

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

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按

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按

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定，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0%，即不超过

311,561,587 股。 

定，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0%，即不超过

498,498,539 股。 

募集配

套资金

总额 

不超过 41,500 万元 不超过 29,771 万元 

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

费用及其他发行相关费用后，将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神农菇业

“日产 115 吨海鲜菇自动化瓶栽生

产线项目”建设以及支付中介机构

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 

对业绩

承诺的

影响 

无 

各方约定，若神农菇业及其子公司

就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没有向上市公

司支付资金使用费，则上述累计实

现净利润的合计数还需扣除本次募

集资金对盈利预测的影响数，本次

募集资金对盈利预测的影响数为本

次募集资金实际到账神农菇业及其

子公司的金额乘以一年期中国人民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乘以利润补偿期

间资金实际使用天数除以 365。 

本次

重组

的中

介机

构 

财务 

顾问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

对方

基本

情况 

发行股

份交易

对方 

池茂连、谢钦发、永益投资、杨丽

清、杨益明、黄明灼、陈是兴、陈

宝淦、陈光前、杨丽萍、陈海帆、

廖文伟等 12 名神农菇业股东。以及

黄健光、中恒泰控股、王阿龙、洪

少荣、陈家斌、弘盈投资、广海星

汇、红犇客商汇等 8 名裕灌农业股

东。 

池茂连、谢钦发、永益投资、杨丽

清、杨益明、黄明灼、陈是兴、陈

宝淦、陈光前、杨丽萍、陈海帆、

廖文伟等 12 名神农菇业股东。本次

预案中完善了部分交易对方的职业

经历，增加了谢钦发、陈是兴、廖

文伟、陈宝淦等交易对方的对外投

资情况 

募集配

套资金

交易对

方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包括天

广中茂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内

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其中，上市公司的员工（不包

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股 5%以上的股东）拟设立天广中

茂 2017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

委托英大证券作为资产管理人成立

天广中茂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该资产管理计划作为一个认购对象

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

认购。认购金额人民币不低于 5,000

万元且不超过 10,000 万元（均含本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特定投

资者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

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

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特定投

资者由发行人董事会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数），认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

家庭积蓄或自筹资金。天广中茂

2017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需

提请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规定，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通过询价的方式确定。 

一致行

动关系 

池茂连、杨丽清、杨益明、杨丽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池茂连和杨丽清为夫妻关系，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杨益明系杨丽清的

外甥，杨丽萍系杨丽清的外甥女。

杨益明和杨丽萍为兄妹关系，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 

交易对

方及其

主要管

理人员

最近五

年内受

到行政

处罚的

情况 

无 

增加了与池茂连相关的受贿案判决

情况，增加了核查程序，并提示风

险：池茂连未来仍然存在因该涉嫌

行贿行为而被有权机关起诉并追究

法律责任的风险。而池茂连为标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

长、总经理、核心人员，如果其被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将给标的公司

的持续经营以及业绩承诺的实现带

来不利影响。 

标的

公司

基本

情况 

历史 

沿革 
略 

补充核查并更新了神农菇业前身神

农有限成立之初几次股权变动的内

容，包括出资后大额现金支出的情

况及补偿、股权代持形成及解除、

工商登记与实际情况差异、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未缴纳个税等内容。补

充核查并更新了神农菇业子公司兆

丰生物历史上的股权代持形成及解

除的情况。 

资产 略 

补充核查并更新了固定资产中新增

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

权证的进展；新增了专利和商标，

且部分专利目前处于质押状态；土

地租赁部分补充完善核查程序，增

加了存在瑕疵及风险论述；增加了

一个作为原告的涉诉案件等内容。 

客户及

供应商 
略 

报告期变动，随之更新并合并披露

同一控制下的主要客户、供应商。 

其他 略 
更新了关联交易、环境保护、经营

合规性等内容。 

关于本次交易相

关主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自查

情况 

公司股票首次停牌（2016 年 9 月 21

日）前 6 个月。 

自查期间更新为公司股票首次停牌

（2016 年 9 月 21 日）前 6 个月内

至 2017年 6月 12日停牌前的期间，

新增王阿龙卖出股票、官蔚凌买入

股票、陈雅青买入股票、官泓锦买

卖股票的情况说明。 

（二）说明较前次预案的差异原因 



1、减少并购标的并调整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收到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之一江苏裕灌现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灌农业”）出具的《终止交易告知函》，裕灌农

业股东拟与公司终止本次交易，因此本次交易方案中裕灌农业 100%股权不再作

为本次交易标的；由于本次预案减少了并购标的裕灌农业，公司需要支付的对价

相应减少，经与神农菇业股东充分协商，公司将支付方式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调整为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2、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用途及发行对象 

考虑到本次方案调整后无需支付现金购买标的公司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方案

调减了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且募集配套资金不再用于支付现金对价。且神农菇业

“日产 115 吨海鲜菇自动化瓶栽生产线项目”已经开始规划建设，并正在进行当

地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撰写、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续等工作，经公司与神农菇业协商一致，公司决定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配套资金将用于神农菇业“日产 115 吨海鲜菇自动化瓶栽生产线项目”建设以及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中所规定的募集资金的用途。由于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具体安排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决定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天广中茂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 

3、承诺业绩的调整 

神农菇业截止审计、评估基准日的产量较前次预案中的预估数据有稍许变

化，新的评估基准日市场情况较前次预案所参考的评估基准日市场情况已发生变

化，结合历史业绩实现的实际情况，为使预估值更加合理、充分，中企华相应调

整了预估值。本次预案中的预估值、业绩承诺均有所调整。经公司与神农菇业股

东协商一致，锁定期安排也做了相应调整。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 

由于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实施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转 6

股派 0.30 元（含税），权益分派日前的股票交易额与交易量均按照《深交所交

易规则》的除权（息）参考公式计算确定，据此计算前次预案发行价格经除权（息）

后的价格为 6.33 元。本次价格调整原因主要系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回

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并复牌，复牌后股票市场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



2017 年 6 月 9 日由于收到原交易标的之一裕灌农业的《终止交易告知函》，需

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重大调整，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停牌。为了兼顾各

方利益，积极促使本次交易意向的达成，经各方协商，本次发行定价拟确定为

6.6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90%，符合《重组办

法》的相关规定。 

5、更换独立财务顾问 

在本次预案披露前，公司更换了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经独立财务顾问

万联证券对神农菇业的核查，补充并更新了交易对方的一致行动关系、神农菇业

及其子公司的历史沿革、标的公司及其主要人员的合法合规情况、标的公司的资

产权属、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等部分内容。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披露文件较前次预案的差

异均具有合理的理由，调整后的预案内容充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问题 2、根据《预案》，标的公司福建神农菇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

农菇业”）的股东池茂连等承诺神农菇业 2017 年至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6,452.12万元、9,003.11万元、12,069.01和 15,691.56万

元。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请补充说明神农菇业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的经营情况，并说

明与前次预案中披露的经营预期是否一致，若不一致，请详细说明原因，并进

一步说明神农菇业 2017 年至 2020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预测的合理性及可实现

性；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神农菇业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的经营情况与前次预案中披露的经

营预期基本一致。主要经营数据与预测数据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预测营业收入 实际营业收入 差异额 差异率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 15,383.79 15,299.70 -84.09 -0.55% 

项目 预测扣非净利润 实际扣非净利润 差异额 差异率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 3,192.10 3,110.13 -81.97 -2.57% 

2、2017 年至 2020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预测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1）预测销售价格具备合理性及可实现性。报告期内神农菇业海鲜菇的销

售均价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公斤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5 年 10.67 11.95 9.05 7.97 8.65 8.58 8.32 9.29 10.54 9.37 8.53 9.91 

2016 年 9.82 13.48 6.73 4.53 5.28 6.21 6.06 8.68 10.82 7.80 9.10 10.65 

2017 年 12.26 8.27 9.23 7.97 5.70 6.65 7.91      

由上表可知，神农菇业海鲜菇销售价格于 2016 年降至低位，并在 2017 年有

所反弹，2017 年 1-7 月的实际的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上年同期销售价格。本次预案

中，2017 年 6-12 月的销售价格预测的参考标准为 2016 年同期的销售价格，在其

基础上上升了 9%，后续年度的销售价格在 2017 年的基础上逐步下调，因此该预

测比较谨慎，可实现程度高，具备合理性。 

（2）预计产销量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预测产量是按照目前实际的产量及

计划新增产量进行预测的。其中，神农菇业第二期一阶段已顺利实现出菇，符合

既定预期，后续的新增产能也按计划实施中，暂未发现新增产能无法实施的重大

影响因素，预计产量具备合理性及可实现性。此外，神农菇业历年来产出的海鲜

菇全部对外销售，销量预测合理。 

（3）预测单产具备合理性及可实现性。报告期内，神农菇业单产稳步提升，

具体数据如下： 

①袋栽单产数据如下： 

单位：斤/袋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5 年 0.62 0.63 0.64 0.64 0.69 0.75 0.72 0.77 0.66 0.70 0.82 0.87 

2016 年 0.87 0.89 0.89 0.95 0.93 0.93 0.90 0.94 0.92 0.91 0.93 0.97 

2017 年 0.94 0.88 0.86 0.90 0.90 0.89 0.97      

②瓶栽单产数据如下： 



单位：斤/瓶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5 年 0.59  0.59  0.56  0.50  0.50  0.62  0.58  0.53  0.53  0.61  0.75  0.77  

2016 年 0.71  0.72  0.73  0.68  0.75  0.75  0.78  0.78  0.77  0.77  0.82  0.85  

2017 年 0.80  0.79  0.82  0.77  0.79  0.78  0.85       

报告期内，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和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神农菇业单产

稳步提高。2017 年 6-12 月的单产预测数据与目前的实际单产基本持平，属于可

以实现的合理范围。后续年份的单产逐年稍有提高，但均低于理论单产的水平，

符合行业技术积累及改进的经验趋势，具有可行性及合理性。 

（4）成本控制具备可行性。报告期内，神农菇业加大研发投入，使用玉米

芯等廉价原材料替代棉籽壳等高价原材料，生产成本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且玉米

芯等原料供应来源更稳定，价格变动的幅度更小，有利于神农菇业的成本控制。 

综上所述，2017 年至 2020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的预测数据具备合理性，可

实现性较高。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预案披露的神农菇业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的经营情况与前次预案中披露的经营预期基本一致，神农菇业 2017 年至

2020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的预测数据具备合理性，可实现性较高。 

（2）神农菇业的股东池茂连等承诺神农菇业 2017 年至 2020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比前次预案有所下降，请结合神农菇业过往经营业绩情

况、海鲜菇的产能情况、海鲜菇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等详细说明变化原因。 

【回复】 

（一）核查情况 

神农菇业 2017 年至 2020 年预测收入及净利润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单位：元） 

本次预测 282,887,933.22 392,117,069.96 542,570,579.15 652,694,954.50 

前次预测 291,726,761.95 400,796,781.87 561,439,962.22 662,792,655.91 

差异额 -8,838,828.73 -8,679,711.91 -18,869,383.07 -10,097,701.41 

净利润 本次预测 64,521,249.81 90,031,121.23 120,690,056.62 156,915,632.28 



（单位：元） 前次预测 72,705,417.54 97,429,200.23 135,679,084.26 170,104,934.50 

差异额 -8,184,167.72 -7,398,079.00 -14,989,027.65 -13,189,302.22 

由上表可知，神农菇业本次预测比前次预测净利润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系营

业收入预测下调，影响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对比如下： 

1、海鲜菇产能情况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袋栽产量

（袋） 

本次预测 24,973,342.00 25,800,000.00 25,800,000.00 25,800,000.00 

前次预测 25,800,000.00 25,800,000.00 25,800,000.00 25,800,000.00 

差异额 -826,658.00 - - - 

瓶栽产量

（瓶） 

本次预测 44,883,788.00 76,800,000.00 123,600,000.00 154,800,000.00 

前次预测 48,000,000.00 80,400,000.00 127,200,000.00 158,400,000.00 

差异额 -3,116,212.00 -3,600,000.00 -3,600,000.00 -3,600,000.00 

袋栽单产

（kg/袋） 

本次预测 0.4540 0.4540 0.4540 0.4540 

前次预测 0.4850 0.4900 0.4950 0.5000 

差异额 -0.0310 -0.0360 -0.0410 -0.0460 

瓶栽单产

（kg/瓶） 

本次预测 0.4061 0.4275 0.4325 0.4375 

前次预测 0.4250 0.4300 0.4400 0.4500 

差异额 -0.0189 -0.0025 -0.0075 -0.0125 

总产量

（kg） 

本次预测 28,604,270.41 43,389,126.18 63,676,021.74 77,749,408.35 

前次预测 31,844,758.19 45,899,543.25 66,893,643.14 81,858,380.05 

差异额 -3,240,487.78 -2,510,417.06 -3,217,621.40 -4,108,971.70 

①2017 年袋栽及瓶载的预测产量稍低于前次预期，主要原因为投产进度不

及预期。其中：袋栽的投产计划慢于预期，因此造成 2017 年 1-5 月产量略低于

前次预期，但相关产能已落实到位，预计 2018 年至 2020 年可以按照计划投产，

因此维持2018年至2020年的预测数据不变。瓶栽产量由于生产安排调整的关系，

预期每日产能减少 1 万瓶，本次预案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调低 2017 年至 2020 年瓶

栽的预测产量，调整后的预测产量更符合实际情况。 

②实际实现的单产未达到前次预案的预期效果。前次预案对单产进行预测

时，主要考虑随着技术的改进，单产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并能全部推广应用。

实际生产中，由于新技术全面推广应用的条件仍不太成熟，神农菇业出于经营稳

定性及谨慎性的考虑，并未大面积推广新技术，因此实际单产提高的幅度未达到

预测的幅度，本次预案根据实际的生产情况对单产的数据进行修正。目前，2017

年袋栽本次预测单产为 0.454kg/袋，神农菇业 2017 年 1-7 月实际单产为 0.452kg/



袋；2017 年瓶栽本次预测单产为 0.406kg/瓶，神农菇业 2017 年 1-7 月实际单产

为 0.400kg/瓶，本次预测数与实际生产数据基本一致，可实现的程度高。本次预

案根据实际单产情况相应调低 2018 年至 2020 年单产的预测数据，调整后的预测

单产增长幅度更小，更符合神农菇业的实际情况。 

2、海鲜菇价格情况 

                                                     单位：元/公斤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平均价格 

本次预测 9.08 8.65 8.26 8.18 

前次预测 8.31 8.03 7.88 7.77 

差异额 0.77 0.62 0.38 0.41 

前次预案对销售价格进行预测时，主要参考 2016 年 1-9 月的相关销售数据。

随着评估基准日的改变，相关参考数据已发生变化。其中，神农菇业 2017 年 1

至 5 月海鲜菇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 11.89%；2017 年 6 至 8 月销售价格较上

年同期上升了 13.53%。出于谨慎性考虑，本次预案中 2017 年 6 至 12 月预测销

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升 9%，本次预案中 2017 年全年的预测销售价格比前次预案

提高 9.28%，可实现的程度高。本次预案相应调整 2018 年至 2020 年销售单价的

预测数据，其销售价格相比 2017 年呈现逐步下调的趋势，该预测符合谨慎性的

原则。 

综上所述，由于评估基准日调整后，与预测相关的数据及信息发生变动，出

于谨慎性的考虑，神农菇业参与业绩承诺的股东根据最新的生产经营情况及市场

情况调整了业绩承诺的金额，相应调低交易对价。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评估基准日调整，标的公司参与业绩承诺

的交易对方根据最新的生产经营情况及市场情况调整了业绩承诺的金额，亦相应

调低了交易对价。本次调整后，交易方案及业绩承诺较前次预案更为谨慎、合理。 



（本页无正文，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广中

茂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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