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之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作为深圳雷曼股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曼股份”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享科技”）100.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雷曼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本次核查

的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11 月 3 日，雷曼股份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雷曼股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柯志鹏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5 号文件），核准雷曼

股份向柯志鹏等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2015 年 11 月 12 日，拓享科技合计 100%股权由柯志鹏等 3 人过户至上市公

司名下，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拓享科技领取

了重新核发的《营业执照》，标的股权过户已办理完成，拓享科技成为上市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同时，上市公司与柯志鹏等 3 人签署了《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2015 年 11 月 12 日为标的股权

交割日。自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起，拓享科技 100%股权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上

市公司享有和承担。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5 年 12 月 8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向柯志鹏、

洪茂良、孙晋雄等 3 名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合计发行的 8,438,153 股普通 A 股股票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发行股票价

格为 19.08 元/股。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及本次重组交易协议，发股对象柯志鹏、洪茂良、

孙晋雄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雷曼股份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同时，为保证盈利预测业绩补偿的可行性，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柯志鹏、

洪茂良、孙晋雄取得的股份可分三期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期间及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A、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实际净

利润数不低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的

10%； 

B、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次交易实施完成第二年度

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

份的 20%； 

C、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履行完其按协议约定应承担的

全部业绩补偿义务后可转让或交易其持有的剩余全部股份。 

D、如上述第一期或第二期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则该期解除限售股份额度

顺延至下一期并累加计算：即假设本次交易于 2015 年内实施完成，而 2015 年度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则 2015 年解除限售股份额度顺延至 2016 年度，2016 年

度在满足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 2016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条件下可解除限售股份额

度为其持有全部股份的 30%。 

若柯志鹏、洪茂良、孙晋雄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其转让股份还应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其他规定。股份发

行结束后，柯志鹏、洪茂良、孙晋雄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前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新增股份的股东及其持有的限售股份数量

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限售股份数量（股） 

1 柯志鹏 3,586,215 3,586,215 

2 洪茂良 3,586,215 3,586,215 

3 孙晋雄 1,265,723 1,265,723 

合计 8,438,153 8,438,153 

经申请并通过深圳交易所审核，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7 日上市。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2015 年 12 月 8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上市公司向方振

淳、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山楂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的 6,349,000 股普通 A 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股票发行价格为 25.20 元/股。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本次重

组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本次发行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可上市交易； 

（2）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的，本次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由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25.20 元/股）高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均价（24.07 元/股），因此按照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股份不存在限售期，于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即 2016 年 3 月 7 日上市流

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为 349,510,030 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 127,630,54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21,879,482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除非出现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的情形或雷

曼股份与柯志鹏、洪茂良和孙晋雄签署的收购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

柯志鹏、洪茂良和孙晋雄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雷曼股份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包括雷曼股份在该期间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导致柯志鹏、洪茂良和孙晋雄增持的雷曼股份的股票）。 

同时，为保证盈利预测业绩补偿的可行性，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柯志鹏、洪茂

良和孙晋雄取得的股份分三期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时间及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A、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实际净

利润数不低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的

10%； 

B、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次交易实施完成第二年度

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可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

份的 20%； 

C、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履行完其按协议约定应承担的

全部业绩补偿义务后可转让或交易其持有的剩余全部股份。 

D、如上述第一期或第二期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则该期解除限售股份额度

顺延至下一期并累加计算：即假设本次交易于 2015 年内实施完成，而 2015 年度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则 2015 年解除限售股份额度顺延至 2016 年度，2016 年

度在满足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 2016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条件下可解除限售股份额

度为其持有全部股份的 30%。 

若柯志鹏、洪茂良和孙晋雄持有雷曼股份的股份期间在雷曼股份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其转让雷曼股份的股份还应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其他规定。股份发行结束后，柯志鹏、洪茂良和孙晋雄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前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柯志鹏、洪茂良和孙晋雄对上述承诺事项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二）关于拓享科技业绩的承诺 

雷曼股份与柯志鹏、洪茂良和孙晋雄于 2015年 7月 13日在深圳市签署了《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协议约定： 

1、盈利承诺 

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事宜未能在 2015 年实施完成，则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的净利润（本协

议项下所指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同）

预测数分别为 2,000 万元、2,500 万元及 3,125 万元；如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事宜未能在 2015 年实施完毕，则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2,500 万元、3,125 万元、3,300

万元。 

2、实际利润与资产减值的确定 

（1）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与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

分别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进行审计确认。 

（2）在业绩承诺期最后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由上市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对

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3、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 

（1）业绩补偿 

a、业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应以连带责任方式承担补偿责任。交易对

方内部各自应承担的补偿金额按其各自转让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确定。交易对方



应先以股份补偿方式补偿上市公司，股份补偿按逐年计算、由上市公司逐年回购

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原则执行，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

应以现金方式补足。 

b、上市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各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确

认并通知交易对方当年是否需要进行业绩补偿以及需要补偿的金额，交易对方应

在接到上市公司通知后 30 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c、业绩承诺期内交易对方发生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应首先以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股份补偿的计算方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

的资产总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相应返还至上

市公司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按照前述公

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若上市公司上述

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同

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交易对方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该等股

份按照该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

东。 

d、在业绩承诺期内，若交易对方截至当年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以用

于补偿的，则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为交易对方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当年应补

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进行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补偿期限内的承诺净利润总

额×标的股权交易对价-交易对方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 

（2）资产减值补偿 

a、上市公司于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出具日后 30 日内确认并通知交易对方

是否需要进行资产减值补偿及需要补偿的金额，交易对方应在接到通知后 30 日

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b、经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

额和现金金额），则交易对方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

值额－在业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c、交易对方应首先以股份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期末减值额与已补偿金额之

间的差额部分。 

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补偿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

为：按前项所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则现金分配的部分应返还至上市

公司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按照前述公式

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若上市公司上述

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同

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交易对方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该等股

份按照该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

东。 



d、如交易对方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交易对方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补偿。

应补偿的现金数＝应补偿金额－交易对方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3）补偿上限 

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及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

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数额之和不得超过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现金及股

份对价总额。 

（三）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1、股份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

份锁定承诺。 

2、业绩承诺及补偿履行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16)第

441ZC1012 号），经审计的拓享科技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028.70 万元，超过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

行股份或现金补充，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10%即 843,814 股已于 2017 年 3 月 7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

的说明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7]第 5-00091 号），经审计的拓享科技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2,960,748.36 元，与业绩承诺差异 204.00

万元，达成率为 91.8%，未能完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根据业绩补偿约定，交

易对方 2016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向上取整）为 277,123 股，公司以 1 元总价回

购并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完成注销。本次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

349,787,153 股变为 349,510,030 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

告》（大信专审字[2018]第 5-00057 号），经审计的拓享科技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3,189.07 万元，超过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净利润，

交易对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或现金补充。交易对方持有的剩余全部公司股

份即 7,317,216 股可解除限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业

绩承诺及补偿。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也不存在接受上市公司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7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7,317,216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09%。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柯志鹏、洪茂良、孙晋雄共 3 名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股） 

1 柯志鹏 3,109,817 3,109,817 3,109,817 

2 洪茂良 3,109,817 3,109,817 3,109,817 

3 孙晋雄 1,097,582 1,097,582 1,097,582 

合计 7,317,216 7,317,216 7,317,216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额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127,630,548 36.52%  -7,317,216 120,313,332  34.43%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7,317,216  2.09%  -7,317,216  0  0.00%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7,085,100 4.89% 0.00 17,085,100 4.89% 

高管锁定股 103,228,232  29.54%  0.00  103,228,232  29.5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21,879,482 63.48%  7,317,216   229,196,698  65.57%  

三、股份总数 349,510,030  100%  0.00  349,510,030  1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天国富证券就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

承诺； 

3、雷曼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中天国富证券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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