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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7]44060009号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执行了鉴

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及为我们的鉴证工作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

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提出鉴证结

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抽查会计记录、重

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

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Postal Address:5-11/F,West Tower of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Plaza, Building 7,NO.8,Yongdingmen 

Xibinhe Road,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77          

电话（Tel）：+86(10)88095588   传真（Fax）：+86(10)88091199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用途。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必备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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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启明星辰”），编制了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2年5月2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

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688号）核准，同意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

股份购买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御星云”）100%股权。该

次向齐舰发行股份5,122,145股，向刘科全发行股份4,921,276股，合计发行股份

10,043,421股，发行价格为23.03元/股。 

2012年6月4日交易对方齐舰等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网御星云100%

股权变更登记至启明星辰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2年7月11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瑞岳华验

字[2012]第0196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2年7月11日，启明星辰

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10,043,421.00元整。 

2、发行股份购买及支付现金购买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方高科”）100%股权、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

数据”）4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5年12月7日， 经证监会《关于核准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于天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41号）核

准，同意公司向于天荣等发行股份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

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904,541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购买安方高

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 

该次向于天荣等发行股份31,791,065股，发行价格9.7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30,964.50万元，用于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 

2015年12月29日，交易对方于天荣、郭林已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

局完成了安方高科100%股权变更登记至启明星辰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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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9日，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杭州博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已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合众数据49%股权变更登记至启明星辰

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年1月4日，该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904,541

股，发行价为10.7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4,499,997.39元，扣除承销费用

5,500,000.00元的余额为68,999,997.39元，已存入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

榆树支行110902146410804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1号”）中。扣除发行

费用688,695.61元后（其中财务顾问费500,000.00元，验资费用150,000.00元，股权

登记费用38,695.61元），募集资金净额68,311,301.78元。 

2016年1月6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6]44040001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上市公司已收到于天荣、郭林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15,944,044.00元；上市公司已收到董立群、周宗

和、博立投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15,847,021.00元。已验证收

到募集配套资金余额68,999,997.39元。 

3、发行股份购买及现金购买北京赛博兴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博兴

安”）9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6年12月19日，经证监会《关于核准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王晓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20号）

核准，同意公司向王晓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赛博兴安股权资产，同时核准非开发行不

超过10,084,872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购买赛博兴

安90%股权事项”）。 

该次向王晓辉等发行股份19,276,084股，发行价格20.0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38,610.00万元，用于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 

2016年12月26日，交易对方王晓辉、李大鹏、蒋涛、文芳已于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海淀分局完成了赛博兴安90%股权变更登记至启明星辰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2017年1月3日，该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A股）8,474,229

股，发行价为20.0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69,738,806.87元，扣除承销费用

7,000,000.00元的余额为162,738,806.87元，已存入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双榆树支行110902146410406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2号”）中。扣除发

行费用207,750.31元后（其中验资费用180,000.00元，股权登记费用27,750.31），募

集资金净额162,531,056.56元。 

2017年1月4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启明星辰信息技

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7]44040001号），经审验，上市公

司已收到王晓辉、李大鹏、蒋涛、文芳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9,276,084.00元。已验证收到募集配套资金余额162,738,806.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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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存放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截至2012年6月4日，认购股

份已过户。不涉及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情况。 

2、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截至2015年12月29日，认

购股份资产已过户。截至2016年1月4日，所募集配套资金已存入公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110902146410804银行账户中。 

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元） 
备注 

招商银行北京双榆树支行 110902146410804 2,322,687.21 注1 

注1：账户余额中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的净额。 

3、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截至2016年12月31日认购股份资产已过户，所

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到账。截至2017年1月3日，所募集配套资金已存入公司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榆树支行110902146410406银行账户中。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根据《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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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募得资金用以支付购买交易标的的现金

对价及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1“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存在超募的情况。 

2、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3、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的情

况。 

2、公司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事项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68,311,301.78元（扣

除承销费、财务顾问费、验资费以及股权登记费用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出

66,555,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1号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之净额为34,435.44

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此次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事项已全部实施完毕，节

余募集资金及利息余额2,322,687.21元。节余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用于补充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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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公司全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人民币或

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的，公司使用节余资金可以豁免履行审议程序。 

3、公司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162,531,056.56元（扣

除承销费、财务顾问费、验资费以及股权登记费用后）。2017年1月19日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支付王晓辉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现金对价款38,537,303.92元、支付文芳扣

除个人所得税后的现金对价款6,192,182.76元、支付李大鹏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现

金对价款22,994,100.40元、支付蒋涛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现金对价款11,835,327.94

元，共计支付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现金对价款79,558,915.02元。 

王晓辉、文芳、李大鹏、蒋涛的个人所得税款113,491,084.98元，由公司进行

代扣代缴。因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扣除手续费后）82,971,601.19元不足以支付

全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款，故从自有资金先行划付。2017年2月15日由公司北京

银行友谊支行01091009600120105001132账户中划付缴纳。 

截至2017年3月31日，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已全部实施完毕，节余募集

资金及利息余额83,206,521.13元。 

为充分发挥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解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为公司

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召开的2016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金额单位：人

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项目 

总投资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差异 

金额 

差异

原因 

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3,130.00 23,130.00 23,130.00 无   

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

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的对

价及支付的中介费用 

37,795.63 37,795.63 37,620.00 -175.63 注1 

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

的对价 
54,863.10 54,863.10 46,565.89 -8,297.21 注2 

合计 
     

115,788.73  
 

115,788.73 107,315.89 -8,472.84   

注1：截至2016年12月31日，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

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2,322,687.21元（包含利息收入），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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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安方高科股权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银行手续费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存款

利息。 

注2：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162,531,056.56元（扣

除承销费、财务顾问费、验资费以及股权登记费用后）。2017年1月19日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支付王晓辉、文芳、李大鹏、蒋涛共计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现金对价款

79,558,915.02元。王晓辉、文芳、李大鹏、蒋涛的个人所得税款113,491,084.98

元，由公司进行代扣代缴。因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扣除手续费后）

82,971,601.19元不足以支付全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款，故从自有资金先行划

付。截至2017年3月31日，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已全部实施完毕，节余募集资

金及利息83,206,521.13元。节余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

情况。 

（六）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收购完成后资产运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网御星云运营状况良好，股权未发生变化。收购完后

成，网御星云资产变化情况如下 

网御星云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如下： 

项目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30,320.67 43,892.18 66,376.12 85,346.74 71,703.11 

负债总额 13,843.26 22,852.49 34,646.63 51,767.97 30,861.57 

所有者权益 16,477.41 21,039.69 31,729.49 33,578.76 40,841.53 

2、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收购完成后资产运行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安方高科、合众数据均正常运营，股权未发生变更。

安方高科资产的账面价值如下： 

项目 2016/12/31 

资产总额 15,547.94 

负债总额 6,164.80 

所有者权益 9,383.14 

注：安方高科于2016年1月1日 开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合众数据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如下： 

项目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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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9,153.85 21,657.05 22,907.75 

负债总额 7,508.39 7,305.01 5,078.91 

所有者权益 11,645.46 14,352.04 17,828.84 

注：公司于2014年以自有资金收购合众数据51%股权，合众数据于2014年12月1

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持有合众数据100%股

权。 

3、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收购完成后资产运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赛博兴安正常运营，股权未发生变更。 

赛博兴安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如下： 

项目 2016/12/31 

资产总额 17,242.19 

负债总额 4,644.98 

所有者权益 12,597.21 

注：赛博兴安于2017年1月1日 开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八）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承诺收益完成情况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网御星云100%股权收益承诺期内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收益 承诺期三年收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2年

度 

2013年

度 
2014年度 

2012年

度 
2013年度 

2014年

度 

1 

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齐舰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

产 

2,950.00 3,420.00 3,650.00 4,142.35 6,655.40 8,141.33 是 

2、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 

（1）承诺收益完成情况 

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合众数据49%股权收益

承诺期内，安方高科及合众数据完成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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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收益 最近三年收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

度 

2014年

度 

2015年

度 
2016年度 

1 
购买安方高科

100%股权事项 
1,850.00 2,150.00 2,360.00 —— 1,525.99 -337.13 

否（注

1） 

2 
购买合众数据

49%股权事项 
2,500.00 3,125.00 3,610.00 —— 2,016.13 3,310.46 

否（注

2） 

注1：安防高科未达到预计效益原因在于受军队组织机构调整，安方高科的部

分项目进度延后，部分项目的实施和验收也相应延后，导致收入下降；2016年部分

电磁屏蔽工程项目施工量大、第三方采购比重较大、施工复杂程度高，相应项目成

本较高；同时，电磁屏蔽工程市场竞争激烈，该类复杂项目的销售价格很难提升，

导致2016年标的公司电磁屏蔽工程项目毛利率有所下降；2016年电磁屏蔽产品市场

竞争加剧，导致销售价格下降，相应毛利率有所下降；受营改增政策的影响，安方

高科主要从事电磁屏蔽工程建设业务，其供应商小而多，以小规模纳税人居多，无

法提供可抵扣的进项税发票，导致公司实际承担的采购成本提高；收购完成后，公

司加强了对安方高科供应商的规范化管理，增加了投入，从而相应增加了成本。 

注2：公司于2014年12月用自有资金完成对合众数据51%的股权收购，2016年发

行股份购买合众数据剩余49%股权，合众数据股东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共同

作出业绩承诺。合众数据2015年度未达到预计效益原因在于合众数据将公安大数据

项目的行业推广作为本年业务增长的重要方向，大数据项目需求旺盛，但用户立项

需要一定时间，在大数据项目立项上有所推迟。此外，部分项目实施延后也影响了

项目收入确认。同时，合众数据为增强竞争优势，加大了研发投入，从而导致2015

年未实现利润承诺。2016年合众数据完成了承诺收益。 

（2）未完成承诺收益补偿措施 

1）安方高科未完成承诺收益补偿情况 

公司收购安方高科股权时已与交易对方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

议，相应补偿安排如下： 

A、业绩承诺补偿。在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

的公司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补偿义务人同意就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

部分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公司依据

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金额，并向补偿义务主体出具现金补偿书

面通知。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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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期标的公

司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总和=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之和﹣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安方高科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金额=6,360万元﹣安方高科2015年度、2016年

度和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的

补偿义务，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一次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 

B、减值测试补偿。在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的减值

测试报告。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则补偿

义务主体应另行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已补偿金额。 

C、补偿责任的分担。于天荣、郭林共同及分别承担安方高科业绩未达到承诺

的补偿责任和标的资产减值的补偿责任，补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于天荣和郭林目

前持有安方高科股权的比例确定，即于天荣分担55%的补偿责任，郭林分担45%的

补偿责任。 

2）合众数据未完成承诺收益补偿情况 

公司收购合众数据49%股权时已与交易对方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

充协议，相应补偿安排如下： 

A、业绩承诺补偿。在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

的公司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补偿义务人同意就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

部分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公司依据

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金额，并向补偿义务主体出具现金补偿书

面通知。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期标的公

司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总和=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之和﹣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合众数据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金额=9,235万元﹣合众数据2015年度、2016年

度和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的

补偿义务，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一次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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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减值测试补偿。 

减值测试补偿。在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

报告。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

主体应另行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

绩承诺期已补偿金额。 

C、补偿责任的分担。董立群、周宗及博立投资共同及分别承担合众数据业绩

未达到承诺的补偿责任和标的资产减值的补偿责任，补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董立

群、周宗和博立投资目前持有合众数据股权的比例在本次标的股权中所占的比例确

定，即董立群分担59.55%的补偿责任，周宗和分担19.32%的补偿责任，博立投资

分担21.13%的补偿责任；如前述补偿责任主体之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约定之补

偿责任，其他方对该等履行之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3、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 

（1）承诺收益完成情况 

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收益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收益 最近三年收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年

度 

2017年

度 
2018年度 

2014年

度 
2015年度 

2016年

度 

1 
购买赛博兴安

90%股权事项 
3,874.00 5,036.20 6,547.06 —— —— 3,931.49 是 

（2）未完成承诺收益补偿措施 

1）业绩补偿安排 

在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2018年实际净利润情况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标的公司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累计承

诺净利润，则王晓辉等承诺方应在承诺期后向公司支付补偿。 

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2016年、2017年

和2018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57,915.00万元=

（15,457.26万元－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15,457.26万元×

57,915.00万元 

上述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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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方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则其应以其分别在本次交易

所取得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若股份不足补偿的，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2）业绩补偿方式 

A、股份补偿方式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

息比例）。 

公司就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在标的公司2018年度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10个交易日内，

若出现需要进行业绩补偿情形，公司应计算出业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量，并以书

面方式通知业绩补偿方，要求其予以业绩补偿。业绩补偿方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

之日起15日内配合上市公司实施股份补偿相关程序。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程序如下：①公司应在

2018年度年报披露后的15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董事会作出减资、回购并注销股

份的决议的同时，发出召开审议上述减资、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的股东大会通知；

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减资、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的议案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

应通知债权人并在报纸上公告；③自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公司

应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回购应补偿股份；④公司自回购应补偿股份之日起10日内

注销已回购股份；⑤自公司向债权人发出减资公告之日起已满45日且公司已完成回

购股份的注销后5日内，公司应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注册资本。 

B、现金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方

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的，应在收到通知后的30日内以现

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将应补偿现金金额支付给公司。 

3）减值测试及减值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资

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

后30个工作日内出具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报告》，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57,915.00万元－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根据《减值测试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

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已补偿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补偿。 

A、减值补偿安排 

减值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已补偿金额 

减值补偿金额时，应先以业绩承诺方获得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减值补偿股份

数量=减值补偿金额÷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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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方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 

B、减值补偿方式 

业绩补偿方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且收到上市公司要求其履行减值补偿义

务的通知后的30日内，向公司进行补偿。 

a、股份补偿方式 

公司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的10个交易日内，计算出业绩补偿方应进行减

值补偿的股份数量，以上应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履行相关程序后以人民

币1.00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自本次股份发行之日至减值补偿实施日，若公司有现金分红的，则减值补偿股

份在上述期间获得的分红收益，业绩补偿方应赠送给上市公司。如业绩补偿方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在上述期间因发生转增股本或送红股等除权事项导致调整变化

的，则另行补偿的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b、现金补偿方式 

若以现金方式进行减值补偿，则公司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的10个交易日

内，计算出业绩补偿方应进行减值补偿的现金金额，并书面通知业绩补偿方向上市

公司支付其应进行减值补偿的现金金额。业绩补偿方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30日

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将应补偿现金金额支付给公司。 

4）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上限 

业绩补偿方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作为业绩补偿和减值

补偿的上限，即业绩承诺方向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应超过业绩承

诺方取得的总对价，即57,915.00万元。 

5）补偿责任的分担 

各方同意，王晓辉、李大鹏、蒋涛、文芳共同及分别承担赛博兴安业绩未达到

承诺的补偿责任和标的资产减值的补偿责任，补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本次交易前

王晓辉、李大鹏、蒋涛、文芳每人持有的赛博兴安出资额占该4人合计持有的赛博

兴安出资额的比例确定，即王晓辉分担48.73%的补偿责任，李大鹏分担29.08%的

补偿责任，蒋涛分担14.97%的补偿责任，文芳分担7.22%的补偿责任；如前述补偿

主体之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约定之补偿责任，另一方对该等未履行之补偿责任

承担连带责任。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2016年度报告中“董事会报告”

部分中的相应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14 

 

 

易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

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附表1： 
 
 
 
编制单位：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5,788.7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5,788.7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5,788.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526.02 

2012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3,130.00 

2016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7,62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36% 2017年1-6月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5,038.7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 预
定可使 
用状态
日 期
（或截 
止日项
目 完
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 后承诺投
资金额的差 额(

注) 
 

1 购买网御星云100%股 
权事项的对价 

购买网御星云 100%股 
权事项的对价 23,130.00 23,130.00 23,130.00 23,130.00 23,130.00 23,130.00  100.00% 

 
2 

购买安方高科100%股 
权、合众数据49%股权 
事项的对价及中介费 

购买安方高科 100%股 
权、合众数据 49%股权 
事项的对价及中介费用 

37,795.63 37,795.63 37,620.00 37,795.63 37,795.63 37,620.00 -175.63 不适用 

 
3 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 

事项的对价 
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 
事项的对价 54,863.10 54,863.10 46,565.89 54,863.10 54,863.10 46,565.89 -8,297.21 100.00% 

 
合计 

  
115,788.73 115,788.73 107,315.89 115,788.73 115,788.73 107,315.89 -8,472.84  

注1：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于2016年12月28日完成标的股权过户；涉及以资金认购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于2017年1月3日到达募集资金账户，截至2017年6月30日募

集资金使用完毕。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为节余募集资金。 

注2：公司已于2017年5月22日召开的2016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2017年6月29日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将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 

注3：上表中“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该金额包含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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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 累计产能

利用率 

承诺效益 承诺效益三年实际效益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1 购买网御星云100%股权事项 不适用    2,950.00     3,420.00     3,650.00      4,142.35      6,655.40      8,141.33        18,939.08  是 

合计 
     2,950.00     3,420.00     3,650.00      4,142.35      6,655.40      8,141.33        18,939.08   

注1：承诺效益和实际效益均为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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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4年 2015年度 2016年度   

1 购买安方高科100%股权事项 不适用 1,850.00 2,150.00 2,360.00 不适用 1,525.99 -337.13 1,188.86 否 

2 购买合众数据49%股权事项 不适用 2,500.00 3,125.00 3,610.00 不适用 2,016.13 3,310.46 5,326.59 否 

合计   4,350.00 5,275.00 5,970.00  3,542.12 2,973.33 6,515.45  

 

注1：承诺效益和实际效益均为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注2：安方高科未达到预计效益原因在于受军队组织机构调整，安方高科的部分项目进度延后，部分项目的实施和验收也相应延后，导致收入下降；2016年部分电磁屏蔽工程项目施工量大

、第三方采购比重较大、施工复杂程度高，相应项目成本较高；同时，电磁屏蔽工程市场竞争激烈，该类复杂项目的销售价格很难提升，导致2016年标的公司电磁屏蔽工程项目毛利率有所

下降；2016年电磁屏蔽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导致销售价格下降，相应毛利率有所下降；受营改增政策的影响，安方高科主要从事电磁屏蔽工程建设业务，其供应商小而多，以小规模纳税人

居多，无法提供可抵扣的进项税发票，导致公司实际承担的采购成本提高；收购完成后，公司加强了对安方高科供应商的规范化管理，增加了投入，从而相应增加了成本。 

 注3：公司于2014年12月用自有资金完成对合众数据51%的股权收购，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合众数据剩余49%股权，合众数据股东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共同作出业绩承诺。合众数据

2015年度未达到预计效益原因在于合众数据将公安大数据项目的行业推广作为本年业务增长的重要方向，大数据项目需求旺盛，但用户立项需要一定时间，在大数据项目立项上有所推迟。

此外，部分项目实施延后也影响了项目收入确认。同时，合众数据为增强竞争优势，加大了研发投入，从而导致2015年未实现利润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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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1 购买赛博兴安90%股权事项 不适用 3,874.00 5,036.20 6,547.06 不适用 不适用 3,931.49 3,931.49 是 

合计   3,874.00 5,036.20 6,547.06 - - 3,931.49 3,931.49  

注1：承诺效益和实际效益均为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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