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18-05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回购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赵滨、刘玲梅、阮如丹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361,428股，其

中赵滨应补偿股份数200,794股，刘玲梅应补偿股份数80,317股，阮如丹应补偿股

份数80,317股，以上应补偿股份占公司回购注销前总股本1,199,036,510股的

0.03%，完成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为1,198,675,082股。 

2、本次所补偿的股份361,428股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文

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34号）核准，深圳英飞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于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收购了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原称“杭州藏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英飞拓系统”）100%股权。截止2015年7月31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

的资产英飞拓系统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英飞拓系统已成为英

飞拓的全资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主要条款 

根据公司与李文德、潘闻君、叶剑、赵滨、唐胜兰、苗玉荣、阮如丹、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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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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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合计 8 名英飞拓系统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如下： 

英飞拓系统全体股东承诺：英飞拓系统业绩承诺期即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 年度内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考核净利润不低于以下目标： 

2015 年：2,300 万元 

2016 年：3,000 万元 

2017 年：3,900 万元 

上述“考核净利润”系以英飞拓系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并根据该年度末应收款项净额（应收账款及长

期应收款合计扣除与英飞拓及其控股公司往来的应收款项和计提的坏账准备，下

同）占营业收入（扣除该年度与英飞拓及其控股公司交易产生的营业收入，下同）

的比例和英飞拓系统在业绩承诺期内取得政府补贴收入进行相应调整。其中，英

飞拓系统 2015 年末、2016 年末、2017 年末应收款项净额占相应年度营业收入的

预定比例分别为 70%、65%、65%。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1）如 2015 年-2017 年任一年度末应收款项净额占该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

均不超过上述相应预定比例，则无需根据该应收款项净额对考核净利润进行调

整； 

（2）如 2015-2017 任一年度末应收款项净额占该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不

超过上述相应预定比例，则无需调整；如 2015-2017 任一年度末应收款项净额占

该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前述预定比例，则该年度考核净利润=该年度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该年度营业收入净利率（该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营业收入（含与英飞拓及其控股公司交易产生的营业收入））×【（该

年度扣除与英飞拓及其控股公司往来的应收款项和计提的坏账准备后的应收款

项净额-该年度营业收入（扣除该年度与英飞拓及其控股公司交易产生的营业收

入）×应收预定百分比）×50%】； 

（3）在计算各年度考核净利润时，还需加上以下金额较低者：补偿当年英

飞拓系统取得的政府补贴收入×17%和补偿当年英飞拓系统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如为负数，则取 0 计算）。计算所采用数值应取自甲方指定的具备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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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补偿： 

（1）补偿责任的承担主体 

如英飞拓系统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内，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实现的考核净

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考核净利润的，则英飞拓系统全体股东按其持有

的英飞拓系统股权比例承担本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英飞拓系统各股东之间需承

担连带责任。 

（2）业绩补偿方式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 

1）如英飞拓系统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内，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实现的考

核净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金额=（截

至当期期末承诺考核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考核净利润数）÷业绩承诺

期各年度承诺考核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其中： 

①先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英飞拓股份进行补偿，当年应

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发行股份价格 11.81 元/股； 

若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出现小数的情况，则舍去小数取整数作为应补偿股

份的数量。英飞拓在股份补偿前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

应调整为： 

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英飞拓就补偿股份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当在该年度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

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交易对方，交易对方在收到英飞拓书面通知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到英飞拓指定账

户。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量。 

英飞拓将分别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英飞拓系

统实现的考核净利润与承诺的考核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并由英飞拓指定的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该等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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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核报告》将与英飞拓相同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时披露（最迟应分别不

晚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和 2018 年 4 月 30 日）。 

在业绩承诺期的任一年度，若英飞拓在其审计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在指

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按上述公式计算确定的该年度回购股份（补偿股

份）数量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如交易对方存在尚未售出的股份的，则英飞拓协助

交易对方通知证券登记机构将交易对方持有的该等数量英飞拓股份单独锁定，并

应在 30 天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事宜。英飞拓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

购事宜后，将以 1 元的总价格定向回购补偿股份。 

②如交易对方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或其所持有股份因被冻结、被采

取强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的，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按照在藏

愚科技的原持股比例以现金补偿，交易对方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之间承担连带

责任。 

如交易对方根据本协议约定负有现金补偿义务的，英飞拓应在该年度《专项

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交易对方，交易对方在收

到英飞拓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

式支付到英飞拓指定账户。 

2）补偿期末减值测试补偿责任 

在盈利承诺期限届满后四个月内（2018 年 4 月 30 日前），英飞拓将指定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英飞拓系统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若英飞拓系统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金额，则负有减值补偿义

务的交易对方应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另行补偿，交易对方各主体之间承担连带责

任。 

另行补偿的金额=英飞拓系统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金额 

交易对方应在上述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出具经确认后且收到英飞拓要求

其履行补偿义务的通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英飞拓进行补偿。 

3）英飞拓系统在业绩承诺期内仅因各年度末的应收款项净额占该年度营业

收入的比例超过预定百分比使得交易对方无法实现考核净利润而导致其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的，在《专项审核报告》中明确补偿当年年末英飞拓系统的应收款项

净额明细，若英飞拓系统能够严格按合同约定，将该补偿年度相关应收款项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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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收回，则可以根据交易对方已补偿金额为限，将对应的已补偿金额予以返还。 

4）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标的股权的交易

总对价。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除非《业绩补偿

协议》另有规定，否则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交易对方承诺，英飞拓系统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度内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考核净利润不低于 2,300 万元、3,000 万元、3,900

万元。 

1、2015 年度业绩实现和补偿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藏愚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310474 号），2015 年度藏愚科技业绩

承诺考核合并净利润实现率为 95.55%，未达到业绩承诺考核要求。 

按《业绩补偿协议》计算，交易对方 2015 年应补偿金额合计为 233.86 万元，

2015 年应补偿股份总数为 389,259 股，各交易对方持有的尚未出售股份数大于应

补偿股份数，因此，交易对方皆以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业绩补偿。 2016 年 9 月，

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了上述股份并完成了注销，业绩补偿措施得到了有效执

行。 

2、2016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和补偿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藏愚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497 号），藏愚科技 2016

年实现的调整后的考核净利润为人民币 2,867,754.97 元，较 2016 年业绩承诺考

核要求的净利润 30,000,000.00 元低 27,132,245.03 元，业绩承诺考核合并净利润

实现率为 9.56%，未达到业绩承诺考核要求。 

按《业绩补偿协议》计算，交易对方 2016 年应补偿金额合计为 6,193.22 万

元，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补偿现金金额分别为 2,802,497 股、45,095,751.87 元。

2017 年 6 月，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了上述股份并完成了注销，且全部收到上述

业绩补偿现金款，业绩补偿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 

3、2017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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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362 号），

英飞拓系统 2017 年实现的调整后的考核净利润为人民币 24,907,200.76 元，较

2017 年业绩承诺考核要求的净利润 39,000,000.00 元低 14,092,799.24 元，业绩承

诺考核合并净利润实现率为 63.86%，未达到业绩承诺考核要求。 

 

四、业绩补偿 

1、业绩补偿方案 

由于英飞拓系统 2017 年实现的调整后的考核净利润为人民币 24,907,200.76

元，较 2017 年业绩承诺考核要求的净利润 39,000,000.00 元低 14,092,799.24 元，

业绩承诺考核合并净利润实现率为 63.86%，未达到业绩承诺考核要求。根据《业

绩补偿协议》，各交易对方应进行业绩补偿，应补偿金额与应补偿股份数计算公

式如下： 

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承诺考核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考核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各年度承诺考核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

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发行股份价格 

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1+转增或送股比例） 

注：由于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已按照 2014 年公司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

整，发行价格为 7.81 元/股，2016 年度、2017 年度公司不分红、不转增，故此次

计算时仅考虑 2015 年公司权益分派对 2015 年应补偿股份数的影响。同时 2015

年公司权益分派时未派发现金，因此交易对方无需返还现金股利。 

如交易对方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或其所持有股份因被冻结、被采取

强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的，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按照在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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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系统的原持股比例以现金补偿，交易对方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之间承担连带

责任。 

根据上述计算，交易对方 2017 年度分别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补偿现金金额

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应补偿金额（万元） 
应补偿股份数（股） 

（尚未出售的股份） 
需补偿现金（元） 

李文德 1,897.93 0 18,979,323.14 

潘闻君 643.37 0 6,433,668.86 

叶剑 277.61 0 2,776,128.11 

赵滨 120.63 200,794 0 

唐胜兰 90.39 0 903,930.47 

苗玉荣 90.39 0 903,930.47 

刘玲梅 48.25 80,317 0 

阮如丹 48.25 80,317 0 

合计 3,216.83 361,428 29,996,981.06 

以赵滨本次应补偿股份数为例，计算方式如下： 

交易对方 2017 年度合计应补偿金额=(2015、2016、2017 承诺考核净利润之

和一 2015、2016、2017 累积实现考核净利润之和)/ （2015、2016、2017 承诺考

核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一 2015、2016 年已补偿金额 

=（23,000,000+30,000,000+39,000,000-21,975,483.29-2,867,754.97-24,907,200.76）/

（23,000,000+30,000,000+39,000,000)×209,999,995.9-2,338,571-61,932,298 

=32,168,344.30 元 

2017 年赵滨应补偿金额=合计应补偿金额*收购前持有英飞拓系统股份比例 

=32,168,344.30*3.75% 

=1,206,312.91 元 

2017 年赵滨应补偿股份数=赵滨应补偿金额/经 2015 年权益分派 10 股转增 3 股

后的调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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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312.91/[7.81/（1+0.3）] 

=200,794 股 

具体应补偿股份数量见下表： 

交易对方 

收购前持有 

英飞拓系统 

股份比例 

应补偿金额 

（万元） 

应补偿股份数

（股） 
股份性质 

赵滨 3.75% 120.63 200,794 限售股 

刘玲梅 1.50% 48.25 80,317 流通股 

阮如丹 1.50% 48.25 80,317 流通股 

合 计 6.75% 217.13 361,428  

 

五、回购并注销股份的主要内容 

1、回购股份目的：履行交易对方重大资产重组承诺，股份回购注销； 

2、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3、回购股份价格：总价1元； 

4、回购股份数量：361,428股； 

公司已向赵滨、刘玲梅、阮如丹支付回购应补偿股份价款人民币1元。 

 

六、本次业绩补偿回购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8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

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对应应补偿股份及返还

现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英飞拓：关于定向

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对应应补偿股份及返

还现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2018年5月17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对应应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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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1、本次回购注销赵滨、刘玲梅、阮如丹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361,428股，其

中赵滨应补偿股份数200,794股，刘玲梅应补偿股份数80,317股，阮如丹应补偿股

份数80,317股，以上应补偿股份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1,199,036,510股的0.03%，完

成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为1,198,675,082股。 

2、本次所补偿的股份361,428股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本次回购注销股后，按新股本 1,198,675,082 股摊薄计算，2017 年度，基本

每股收益由 0.1216 元/股变为 0.1061 元/股，稀释每股收益由 0.1216 元/股变为

0.1061 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前总股本为中登公司提供的2018年7月6日的总股本数

1,199,036,510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335,341,605 27.97%    -200,794 -200,794 335,140,811 27.96% 

2、国有法人

持股 
152,671,755 12.73%      152,671,755 12.74% 

3、其他内资

持股 
4,270,725 0.36%    -200,794 -200,794 4,069,931 0.34% 

   境内

自然人持股 
4,270,725 0.36%    -200,794 -200,794 4,069,931 0.34% 

4、外资持股 178,399,125 14.88%      178,399,125 14.88% 

   境外

自然人持股 
178,399,125 14.88%      178,399,125 14.88%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863,694,905 72.03%    -160,634 -160,634 863,534,271 72.04% 

1、人民币普

通股 
863,694,905 72.03%    -160,634 -160,634 863,534,271 72.04% 

三、股份总数 1,199,036,510 100.00%    -361,428 -361,428 1,198,675,08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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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将进一

步激励公司管理团队认真履行各项工作职责，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回报股东。 

 

九、备查文件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涉及补偿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