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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18-52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网锐捷”、“公司”或“本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8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008,503股，占股本总数的0.8587%；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5,008,503股，

占股本总数的0.8587%。 

2、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年 9月 7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向丁俊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31 号），核准星

网锐捷向丁俊明发行 3,802,173 股股份、向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和谐成长”）发行 3,724,916股股份、向陈承平发行 855,351股股

份、向上海唯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唯睿投资”）发行 1,655,518

股股份、向上海沃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沃智投资”）发行

1,655,518股股份、向叶云发行 413,879股股份、向金鑫发行 206,939股股份、

向王伟亮发行 206,939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此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发行的 12,521,233 股股份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预登记至丁俊明、和谐成长、陈

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名下，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承诺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

鑫、王伟亮承诺： 

自股份登记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期满后（未触发股

份赔偿时）按以下执行：满 12 个月后，第一期可解锁认购的星网锐捷股份不超

过 30%；满 24 个月后，第二期可解锁其认购的星网锐捷股份不超过 30%；满 36

个月后，第三期可解锁其认购的剩余星网锐捷股份。 

若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触发股份补偿的，且已解锁未出售部分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则每期可解锁数量为每期最大可解锁数加已解锁未出售部分扣减当

年应补偿股份后的数量；若可解锁数量小于 0，则该期无股份可以解锁，差额部

分将由后续未解锁股份部分继续扣减，同时，下一期最大可解锁股份需调整为扣

减上一期差额部分后的值。同时，根据交易对方达成的股份补偿责任承担顺序，

先由丁俊明和陈承平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例承担，其后再由和谐成

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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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承担。 

2、关于业绩承诺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盈利预测补偿期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连

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即盈利预测补偿期为 2015年、2016

年和 2017年。德明通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明通讯”）在 2015

年、2016年和 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数额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500万元、5,500万元和 6,500 万元。 

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德明通讯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小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按以下方式向星网锐捷进行补

偿。 

（1）现金补偿 

如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利润之差额小于

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10%（含 10%），丁俊明、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

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和谐成长不参与现金补偿）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

润之间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65%－已补偿金额 

（2）股份补偿 

如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之差额超

过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10%（不含 10%），交易对方将以股份进行补偿。

具体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

润）÷补偿期限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3）减值测试 

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届满时，由星网锐捷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德明通讯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进行减值测试，对德明通讯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 

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

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则交易对方（丁俊明、陈承平、和谐成长、唯睿投资、

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将按本次交易出售给星网锐捷的德明通讯股份

比例以现金进行补偿。 

补偿的总金额为：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

格+已补偿现金数）。 

（4）补偿原则 

①前述实际净利润数均应当以德明通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确定。 

②前述交易对方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的总价（如补偿

股份的，则不超过认购的股份总量）。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时，

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5）关于补偿期限内除权、除息事项 

盈利预测补偿期内星网锐捷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行为，交易对方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数也

随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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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星网锐捷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

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6）关于补偿责任的承担 

①若发生现金补偿，丁俊明、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

王 伟 亮 将 按 本 次 交 易 前 所 持 有 的 德 明 通 讯 股 份 比 例

（43.37%:14.13%:8%:8%:2%:1%:1%）承担对应的现金补偿责任。 

②若发生股份补偿，首先由丁俊明和陈承平按本次交易获得的星网锐捷股份

比例（30.37%:6.83%）支付补偿； 

若丁俊明和陈承平已解锁尚未出售及当年度应解锁股份部分全部补偿完仍

不足的，则由除丁俊明和陈承平之外的其他六名交易对方（和谐成长、唯睿投资、

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按本次交易获得的星网锐捷股份比例

（29.75%:13.22%:13.22%:3.31%:1.65%:1.65%）以已解锁尚未出售及当年度应解

锁股份对不足部分进行补偿； 

若依然不足，则以交易对方（丁俊明、陈承平、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

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下一年度应解锁股份进行补偿，补偿顺序同上，直

至本次交易对方（丁俊明、陈承平、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

鑫及王伟亮）剩余未解锁股份全部补偿为止； 

若仍然不足，不足部分则以本次交易后丁俊明和陈承平所持德明通讯剩余的

股权按比例进行补偿，最高不超过德明通讯剩余 35%的股权。 

应用于补偿的德明通讯股权比例＝（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

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当期德明通讯股权价值 

其中，“当期德明通讯股权价值”为当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与当期估值孰高者。 

当期估值=(本次交易定价对应的德明通讯 2015 年度承诺业绩的市盈率）×

补偿当期德明通讯的实际净利润，若当期亏损，则当期估值为 0。 

股份补偿执行的顺序如下表： 

股份补偿顺

序 
补偿股份来源 承担补偿责任的交易对方 

1 已解锁尚未出售部分 丁俊明及陈承平 

2 当年度可解锁部分 丁俊明及陈承平 

3 已解锁尚未出售部分 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4 当年度可解锁部分 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5 下一年度可解锁部分 丁俊明及陈承平 

6 下一年度可解锁部分 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7 直至剩余未解锁部分全部扣除完毕 
先扣除丁俊明与陈承平，

再扣除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若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星网锐捷股份全部补偿仍不足的 

8 本次交易完毕后德明通讯剩余 35%股权 丁俊明和陈承平 

③丁俊明和陈承平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0 日内，将其所持德明通讯剩余

35%的股权质押给星网锐捷，质押期限至盈利预测补偿期满时止。 

④在计算补偿义务人所需补偿的现金总金额或总股份时采取向上取整，而非

四舍五入；在计算各补偿义务人各自所需补偿的现金金额或股份时，采取四舍五

入取整，如与补偿总数有差异，则差异部分由该次补偿中承担比例最高的补偿义

务人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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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续追加承诺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后续追加

承诺。 

（三）承诺履行情况 

经闽华兴所(2016)审字 F-023 号审计报告审验的德明通讯 2015 年度实现净

利润 4,874.2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4,830.01万元，超过了 2015年的业绩承诺。 

经闽华兴所(2017)审字 F-017 号审计报告审验的德明通讯 2016 年度实现净

利润 5,933.8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848.10万元，超过了 2016年的业绩承诺。 

经闽华兴所(2018)审字 F-010 号审计报告审验的德明通讯 2017 年度实现净

利润 6,049.2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951.06万元，完成率为 91.55%，未完成 2017年的业绩承诺。 

德明通讯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16,629.17 万元,高于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三个会计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

16,500.00万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方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

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年 9月 7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008,503股，占股本总数的 0.8587%；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5,008,503 股，占股本总数的 0.8587%。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8名。 

（四）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截止目前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已经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1 丁俊明 3,802,173 1,520,871 1,520,871 1,520,871 

2 和谐成长 3,724,916 1,489,968 1,489,968 1,489,968 

3 陈承平 855,351 342,141 342,141 342,141 

4 唯睿投资 1,655,518 662,208 662,208 662,208 

5 沃智投资 1,655,518 662,208 662,208 662,208 

6 叶云 413,879 165,553 165,553 165,553 

7 金鑫 206,939 82,777 82,777 82,777 

8 王伟亮 206,939 82,777 82,777 82,777 

合计 12,521,233 5,008,503 5,008,503 5,008,503 

注：计算结果尾数不足 1 股的取 0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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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9,177,548 8.43% -5,008,503 44,169,045 7.57%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 - - 

3、其他内资持股 49,177,548 8.43% -5,008,503 44,169,045 7.57%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7,714,441 4.75% -2,814,384 24,900,057 4.27% 

      境内自然人持

股 
21,463,107 3.68% -2,194,119 19,268,988 3.30% 

4、外资持股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34,102,730 91.57% 5,008,503 539,111,233 92.43% 

   人民币普通股 534,102,730 91.57% 5,008,503 539,111,233 92.43% 

合计 583,280,278 100.00% - 583,280,278 100.00% 

注：计算结果尾数四舍五入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9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