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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河南太龙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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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业绩承诺实现、超额盈利奖励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2015 年 1 月 30 日，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龙药业”、“上市公司”、

“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8 号

《关于核准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吴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文件，核准太龙药业向吴澜、高世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北京新领

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领先”）100%股权，向桐庐县医药药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庐药材”）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杭州桐君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桐君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堂”）49%股权，同时向南京鹏兴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鹏兴投资”）和上海博霜雪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博云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领先 100%股权、桐君堂 49%股权以下合称“标

的资产”，新领先、桐君堂以下合称“目标公司”，吴澜、高世静、桐庐药材以下合称“交

易对方”。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恒泰长财”）担任太龙

药业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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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对太龙药业进行持续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就本次重组相关的业绩承诺实

现、超额盈利奖励及减值测试情况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重组相关的盈利承诺及盈利补偿、超额盈利奖

励、减值测试及减值补偿安排 

（一）新领先盈利承诺 

根据承诺方吴澜、高世静与公司签署的《盈利承诺补偿协议》，吴澜、高世静承诺新

领先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800 万

元、3,350 万元、3,700 万元。其中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及超额盈利奖励影响后的净利润。 

根据承诺方吴澜、高世静与公司签署的《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太龙药业

以募集资金向新领先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用于新领先全资子公司北京深蓝海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海”）开展 CRO 业务。承诺期内，将独立核算增资款

项所产生的收入与成本、费用。如独立核算困难，将合理划分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入与原

有业务收入，并按照收入与成本相关性、匹配性及重要性等原则，合理划分、分配成本、

费用，从而确认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益，并经负责年度审计的会计师确认后，在太龙药业

对新领先进行各年度净利润考核时，扣除上述增资款项投入新领先后对新领先年度净利润

产生的影响。 

（二）桐君堂盈利承诺 

根据承诺方桐庐药材与公司签署的《盈利承诺补偿协议》，桐庐药材承诺桐君堂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773.02 万元、

4,127.24 万元、4,608.76 万元。其中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及超额盈利奖励影响后的净利润。 

根据承诺方桐庐药材与公司签署的《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太龙药业以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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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向桐君堂增加注册资本 11,566.25 万元，用于扩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承诺期内，将

独立核算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入与成本、费用。如独立核算困难，将合理划分增资款项所

产生的收入与原有业务收入，并按照收入与成本相关性、匹配性及重要性等原则，合理划

分、分配成本、费用，从而确认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益，并经负责年度审计的会计师确认

后，在太龙药业对桐君堂进行各年度净利润考核时，扣除上述增资款项投入桐君堂后对桐

君堂年度净利润产生的影响。 

（三）实际盈利的确定 

承诺期内各年度，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目标公司当

年承诺净利润数的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目标公司当年实现净利

润数根据当年《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四）盈利补偿 

若目标公司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应就净利

润差额部分对太龙药业进行盈利补偿。 

1、盈利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 

年度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每股发行价格）/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

股份数量－（已补偿现金金额/每股发行价格） 

各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0）时，按零（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

回。 

2、盈利补偿现金金额的计算 

年度补偿现金金额=年度补偿股份数量×每股发行价格 

（五）减值测试及减值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三个月内，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及确定期末减值额，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

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期内目标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的影响。 

如：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则交易

对方应对太龙药业进行减值补偿。 

1、减值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 

减值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已补

偿现金金额/每股发行价格） 

2、减值补偿现金金额的计算 

减值补偿现金金额=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

金金额 

（六）实现超额盈利的奖励 

如果目标公司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实现净利润数均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太龙药业将对目

标公司届时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奖励，奖励金额=（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50%。上述奖励金额在承诺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太龙药业年报公

告后且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由目标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上述奖励的具体方案届时由目标公司董事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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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领先业绩承诺实现、超额盈利奖励及减值测试情

况 

（一）新领先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8]京会兴专字第 01000009 号），新领先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1、新领先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累计 

承诺完成利润    2,800.00     3,350.00  3,700.00 9,850.00 

实际完成利润    2,922.81     3,613.16  3,771.55 10,307.51 

完成率 104.39% 107.86% 101.93% 104.64% 

超额完成金额      122.81       263.16  71.55  457.51 

新领先完成了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2、“北京深蓝海医药 CRO 项目”2017 年业绩情况 

2015 年 10 月，公司以募集资金向新领先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新领先将该

2,000.00 万元对深蓝海进行增资，用于“北京深蓝海医药 CRO 项目”。 

深蓝海对上述 2,000.00 万元增资款项单独设立账套，对其所产生的与 CRO 业务相关的

收入与成本、费用进行独立核算。增资款项为太龙药业投入的募集资金，产生的损益应作

为业绩承诺剔除项目。 

CRO 项目属于临床后研究业务，技术要求、研究内容与深蓝海原临床前研究业务不同，

为此，深蓝海配备了相应人员及经营场所等，专门用于开展 CRO 业务。对于实际用于 CRO

项目的成本、费用，在募投项目列支，后续发生的新的费用项目也按此原则处理。 

深蓝海将专门为 CRO 项目配备的销售人员、研发人员薪酬直接计入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将用于 CRO 项目的办公场所、研发实验室租金计入管理费用；对于用于 CRO 项目的其

他办公费用、资料费等，需经相关经手人员签字确认费用金额且确实用于 CRO 项目，经审

批后，才能在募投项目列支。 

 “北京深蓝海医药 CRO 项目”2017 年业绩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一、营业收入  1,408.26 

 减：营业成本  653.77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34.67 

     管理费用  675.41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2.3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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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2.12  

 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2.12  

 减：所得税费用                            -56.4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8.56  

 减：非经常性损益    

 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金额  98.56 

3、新领先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计算过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580.75 

2 减：深蓝海募集资金项目 2017 实现利润 98.56 

3 减：2017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94.92 

4 加：超额盈利奖励 194.44 

5=1-2-3+4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3,771.55 

6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 3,700.00 

7=5/6 2017 年度完成比例 101.93% 

（二）新领先超额盈利奖励情况 

新领先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实现净利润数均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累计超额完成利润

457.51 万元，按协议计提超额盈利奖励 228.75 万元对新领先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进行奖励。该奖励事项剔除所得税影响后对新领先 2017 年度净利润影响 194.44 万

元。 

（三）新领先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咨报字（2018）第 040011

号《对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价值进行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北京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 京会兴专字第 01000010 号《减值测试报告

的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新领先 100%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为

39,334.89 万元，调整承诺期内增资 2,000 万元、利润分配 6,000 万元的影响后金额为

43,334.89 万元，对比本次交易中新领先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32,000 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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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桐君堂业绩承诺实现、超额盈利奖励及减值测试情

况 

（一）桐君堂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桐君堂药业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8]京会兴专字第 01000012 号），桐君堂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如下： 

1、桐君堂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累计 

承诺完成利润    3,773.02     4,127.24   4,608.76   12,509.02  

实际完成利润    4,334.48     4,042.38   4,212.19   12,589.05  

完成率 114.88% 97.94% 91.40% 100.64% 

超额完成金额      561.46  -84.86  -396.57     80.03  

在中药饮片行业监管日趋严格、区域市场内中药饮片业务竞争激烈的环境 下，2017

年度桐君堂加大了特色精品饮片的销售比重，充分发挥品牌优势、 产品优势以及通过智能

化煎药服务来带动中药饮片的销售，销售收入创桐君堂历史新高；但受市场环境影响，饮

片加工成本、煎药服务成本以及运输成本不断提升，导致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自承

诺期初至 2017 年末累积超额实现净利润 80.03 万元，根据协议约定不需要进行补偿。 

2、“桐君堂扩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017 年业绩情况 

2015 年 10 月，太龙药业将募集资金 11,619.34 万元增资桐君堂用于“桐君堂扩建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分别在郑州和杭州建立煎药配送中心，并在杭州建设饮片物流仓库。 

（1）桐君堂以募集资金 6,550 万元购买桐庐富盛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盛

健康”)的 100%股权，在其地址上建立物流仓库及煎药配送中心。2015 年 10 月桐君堂取

得富盛健康 100%股权，于当月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并于当月以募集资金 3,471 万元增资富

盛健康。购买富盛健康股权及增资事项均系使用募集资金，富盛健康纳入合并后产生的损

益作为业绩承诺剔除项目。 

（2）桐君堂使用募集资金扩大杭州煎药中心产能并单独核算杭州煎药中心相关数据，

按照新增煎药机（95 台）占总煎药机（268 台）的比例（35.45%）计算新增产能实现的利

润情况，新增产能产生的损益作为业绩承诺剔除项目。 

（3）桐君堂使用募集资金设立郑州煎药及饮片配送中心并单独核算郑州煎药及饮片

配送中心相关数据，其产生的损益作为业绩承诺剔除项目。 

“桐君堂扩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017 年业绩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富盛健康 
杭州煎药中

心项目 

郑州煎药及

饮片配送中

心项目 

合计 

 一、营业收入    11,935.43      707.01  
          

12,642.43  

 减：营业成本    9,629.96  600.96  
         

10,230.91  

     税金及附加           53.88  8.79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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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   1,780.03  249.26  
            

2,029.29  

     管理费用         418.29  308.27  386.16  1,112.72  

    财务费用             -0.28      -0.28  

     资产减值损失             2.12      2.12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74.02  208.38  -529.37  -795.01  

 加：营业外收入  1.14      1.1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472.88  208.38  -529.37  -793.87  

 减：所得税费用  151.91  52.10  -132.34  71.6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24.79  156.29  -397.03  -865.53  

 减：非经常性损益                                                      

 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金额  -624.79  156.29  -397.03  -865.53  

 分配比例  100.00% 35.45% 100.00%   

 六、业绩承诺剔除损益金额  -624.79  55.40  -397.03  -966.41  

3、桐君堂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计算过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268.26  

2 
减：郑州煎药及饮片配送中心项目 2017 年实现

利润 
 -397.03  

3 减：杭州煎药中心新增产能 2017 年度实现利润  55.40  

4 减：富盛健康 2017 年度净利润  -624.79  

5 减：2017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22.49  

6=1-2-3-4-5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净利润  4,212.19  

7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  4,608.76  

8=6/7 2017 年度完成比例 91.40% 

（二）桐君堂超额盈利奖励情况 

鉴于桐君堂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均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按照协议之

约定，超额盈利不予奖励。 

（三）桐君堂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咨报字（2018）第 040013

号《对桐君堂药业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价值进行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 京会兴专字第 01000011 号《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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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桐君堂 100%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为 47,432.83 万元，调整

承诺期内增资 11,619.34 万元、利润分配 5,000 万元的影响后金额为 40,813.49 万元，桐君

堂 49%所有者权益所对应的金额为 19,998.61 万元，对比本次交易中桐君堂 49%股权的交易

价格 19,600.00 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四、核查结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新领先完成了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桐君堂未完成 2017 年度业绩承诺，自承诺期

初至 2017 年末累积超额实现净利润 80.03 万元，根据协议约定不需要进行补偿。 

2、新领先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实现净利润数均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累计超额完成利润

457.51 万元，按协议计提超额盈利奖励 228.75 万元对新领先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进行奖励；桐君堂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均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按

照协议之约定，超额盈利不予奖励。 

3、承诺期末，新领先 100%股权、桐君堂 49%股权均未发生减值。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实现、超额盈利奖励及减

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李荆金           郑  勇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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