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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9-009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对公

司于2018年12月19日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

以下简称“《变更公告》”）以及2018年12月26日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相关方放弃超额完成业绩奖励的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以下简称

“承诺书”）中的相关情况表示关注。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

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就有关事项问询的回复如下： 

问题一、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具体涉及金额，此次会计估计变

更对公司 2018 年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公司年审会计师对公

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合规性专业意见。 

回复： 

1、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具体涉及金额 

因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还在核算中，根据公司披露的 2018 年第三季度

财务报表，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母公司合并范围内应收关联方款项如下： 

                                                         单位：元 

会计科目 2018 年母公司关联方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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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15,686,797.09 

其他应收款 52,263,904.27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 

因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还在核算中，根据公司披露的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

报表，测算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

响如下： 

2.1 账龄组合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测算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止，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财务报表影响列表如下： 

（1）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会计科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余额 

变更前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变更后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影响数  

应收账款 961,277,285.81   67,119,022.13    67,248,275.73    -129,253.60  

其他应收款 49,708,142.11    4,253,641.70     3,975,875.69     277,766.01  

合计 - 71,372,663.83 71,224,151.42 148,512.41 

 

该项会计估计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利润的影响额约为 15 万元。 

（2）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会计科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余额 

变更前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变更后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影响数  

应收账款 257,935,902.76   13,907,534.64    14,109,509.57    -201,974.93  

其他应收款 61,233,673.94      977,096.78     1,044,816.36     -67,719.58  

合计 - 14,884,631.42 15,154,325.93 -269,6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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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会计估计对母公司财务报表利润的影响额约为-27 万元。 

2.2 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政策对公司财务报表的

影响数 

(1)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会计科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余额 

变更前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变更后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影响数  

应收账款 - - - - 

其他应收款 - - - - 

合计 - - - - 

 

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2)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会计科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余额 

变更前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变更后政策计提减

值准备余额 

影响数  

应收账款   115,686,797.09    14,882,700.11  -   14,882,700.11  

其他应收款    52,263,904.27     2,619,225.21      -    2,619,225.21  

合计 - 17,501,925.32 -  17,501,925.32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计提的减值准备为 1,750 万元，年初结余的减

值准备余额为 2,160 万元，故对母公司财务报表利润的影响额约为 420 万元。 

 3、会计师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合规

性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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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公司公告的 2018 年三季度季报数据预计，因变更应收款项账龄组

合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对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合并利润影响额约为 15 万元，

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 

（2）因变更对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目的是简化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工作中重复、繁锁的核对抵销工作，减少合并抵销过程中的会

计差错，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不存在影响，对母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的财务报表利润影响额约为 420 万元。 

（3）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业经 2018 年 12 月 1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问题二、公司重组交易对手方放弃业绩奖励权利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与

重组交易对手方是否有其他后续协议安排，如有，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根据《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3.6

条“现金奖励”约定，如果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百辉”）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四个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实际盈利数总和高

于各年度承诺盈利数总和的，由千百辉对其核心团队成员（千百辉核心团队成员

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附件所列人员）给予奖励。奖励方式如

下： 

奖励总额=（承诺期 2016 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实际累计

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总和-承诺期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总和）×50%，

且奖励总额不超过其交易作价的 20%，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盈利承诺期间结束时仍

在职的标的公司的核心团队成员，并由各方依法履行纳税的相关义务。 

具体人员奖励分配比例由沈永健、周维君确定，报公司备案。 

若承诺期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内标的公司（经营

性现金流量净额之和-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总和）<0，则上述奖励对价不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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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奖励的支付时间为公司依法公布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及《减值测试报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千百辉”） 2016 年、2017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别于 2017年 3月 30

日、 2018年 4月 2日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7]48190003 号）、

《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8]48190005 号），千百辉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2428.74 万元、6640.54 万，实现了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业绩完成率分别为 105.60%、237.16%；预计 2018年度、2019

年度仍将超额完成承诺的业绩。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收到沈永健、周维君、王亚伟、罗晓珊、深圳前

海汉华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相关方”或“千百辉相关方”）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方放弃超额完成业绩的业绩奖励的承诺》。千百辉

相关方放弃业绩奖励具有合理性，其原因如下： 

1、千百辉业绩的快速提升离不开公司的大力支持，借助公司的上市公司平

台优势，业绩快速提升。公司于 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千百辉 100%股

权，并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完成资产过户。收购千百辉以来，公司进行垂直化

的管理，在信息化、制度化方方面引入上市公司管理模式，千百辉运作效率得到

有效提升。同时，千百辉开展的智能景观亮化照明工程行业从项目投标到项目实

施各环节对于注册资本金以及资金的要求较高。针对上述情形，一方面，公司通

过对千百辉增资方式，使得千百辉注册资本金由  5,130.00 万元增加至 

10,006.00 万元；另一方面，公司为千百辉提供融资支持，为千百辉综合授信贷

款及业务履约提供担保。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升了千百辉市场影响力，

有利的保证了千百辉各项业务的开展。千百辉 2016-2018年 1-9月份净利润数据

如表 1所示： 

表 1：千百辉 2016 年-2018年 1-9月份净利润数据 

                                                        单位：万元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份（未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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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 2,639.33 6,805.17 7,612.77 

数据来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千百辉三

季度财务报表》。 

2、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紧密关联。沈永健、周维君、王亚伟、罗晓珊、深

圳前海汉华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目前均为公司股东，其中沈永健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持有公司股份 21,849,999 股,占到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53%，周维君

持有公司股份 9,685,03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6%，且均为公司前十大股

东。鉴于近年来公司迅速推进“智能+”战略布局，各业务板块保持快速稳健发

展，千百辉相关方放弃业绩奖励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提

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分享公司未来发展红利，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股东价值与

公司价值的提升。 

3、资本市场客观原因导致千百辉相关方放弃业绩奖励。2018 年以来，A 股

呈现下跌走势。公司业绩增长的同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公司市值较年初市值

也有所下降，千百辉相关方作为公司的重要股东，从资本市场及公司市值方面考

虑，自愿放弃业绩奖励体现出对公司发展的信心，有助于公司市值的稳定和提升。  

4、千百辉相关方纳入上市公司未来长效激励体系。公司 2018年实施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沈永健、周维君、王亚伟、罗晓珊以及深圳前海汉华源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部分成员为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其中沈永健作为千百辉的董事，

首次获授 300万股限制性股票），有力的增加了千百辉相关方与公司的凝聚力。

未来随着公司业绩的持续不断提升，千百辉相关方将会分享公司未来的发展红

利。 

综上所述，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手方没有其他后续协议安排，千百辉相关方放

弃业绩奖励具有其合理性，符合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

发展。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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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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