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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

层编制的《关于收购标的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减值测试的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编制《关于收购标的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减值测试的报告》，并保证其真实性、

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以及我们认

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收购标的常州康

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减值测试的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减值测试报告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

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

合理的基础。 

四、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收购标的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减值测试

的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贵公司与周一等 5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内容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关于收购标的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减值测

试的结论。 

五、其他说明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对收购标的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减值测试披露之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此页无正文，系关于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天

衡专字（2019）00431 号之签字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胡学文 

   

中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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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标的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的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周一等 5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公司编制了本报

告。 

一、 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康环保”）注册资本 3500万元，主要从事

水处理及环保设备、热风炉及烘干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

务；计量泵、往复泵、离心泵、搅拌机、阀门及水处理配件、水处理剂、锅炉辅机、仪器仪

表的销售及技术服务。 

常康环保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137665265L，注册地址：常州市天宁区凤凰

路 58 号，法定代表人：周一。 

二 、收购常康环保交易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交易方案简介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周一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64号）核准，本公司向周一、姜前、秦

全新、李洪春、阙元龙5名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常康环保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常

康环保100%股权，周一、姜前、秦全新、李洪春、阙元龙5名交易对方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本次交易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为2016年6月

30日），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由交易

各方协商确定为72,600万元。其中：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73,156.00股(发行价格

为21.05元/股)，支付交易对价46,464.0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26,136.00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日（即2016年10月21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选取的市场参考价为定价

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39.79元/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股发行价

格为35.88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基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16



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总股本163,224,3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于2017年5月19日实施完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由35.88元/股调整为21.05元/股。按发行价格21.05元/股计

算，发行股份数量为22,073,156 股。 

公司为实施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向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久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367,487股，发

行价格为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0.3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271,359,986.10元，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10,00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261,359,986.10

元，用以支付此次交易现金对价。 

（二）审批核准 

1、2016年10月21日，常康环保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性质整

体变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2016年10月21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6年11月10日，常康环保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性质

整体变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6年11月28日，本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16年12月26日，国防科工局出具《国防科工局关于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重组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16】1428号），原则性同意全信股份购

买常康环保100%股权； 

6、2017年3月24日，国防科工局出具《关于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特殊

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的批复》（科工财审【2017】342号），本次重组方案涉密信息豁

免披露及脱密处理方案获得批复； 

7、2017年6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周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64号），核准

本次交易。 



（三）实施情况 

常康环保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7

年6月30日，周一等5名自然人持有的常康环保合计100%的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常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常康环保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本公司直接持有常康环保100%股权，常康环保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 、 收购常康环保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1、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周一等 5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常康环保 2016 年-2018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及扣除常康环保与收入相关

的先征后退增值税退税额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分别不低于 4,800 万元、5,900万元、

6,700 万元，三年累计不低于 17,400万元。 

2 、业绩补偿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具体情况如下： 

若常康环保在 2016 年、2017 年、2018年任何一年的当期期末实际利润低于当期期末承

诺利润的，由周一等 5名自然人向公司进行补偿，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0，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减值测试补偿 

在 2018 年度结束时，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对常康环保进行减值测

试。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期内常康

环保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如果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

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金额），则除按照“业绩补偿”所约定的补偿以外，交

易对方还应按照下述方法向本公司另行股份补偿。 

补偿义务人需要补偿股份数量=（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发行价格。 

在触及业绩承诺补偿或减值测试补偿时，补偿人根据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补偿义务

人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是其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股权的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当其



能用于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额不足以补偿时，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补偿。 

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已补偿的股份数量）*全信股份向

补偿义务人发行股份的价格。 

4、业绩实现及实际补偿情况： 

（1）业绩实现情况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常康环保 2016年、2017 年、2018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以及扣除常康环保与收入相关的先征后退增值税退税额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实现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截至 2018年末 

累计数 

业绩承诺 4,800.00 5,900.00 6,700.00 17,400.00 

实际完成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及扣除常康

环保与收入相关的先征后退增值税

退税额的净利润） 

4,903.38 5,967.96 3,390.66 14,262.00 

业绩承诺完成率 102.15% 101.15% 50.61% 81.97% 

（2）实际补偿情况 

根据公司与周一等 5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常州康耐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因 2018 年未完成约定业绩，周一等 5 名自然人股东应业绩补偿金额为

130,930,184.40 元，按照收购时股份发行价格即 21.05 元折算，应当补偿股份数量为

6,219,962 股；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为 452,320,165.35 元，除业绩补偿以外，还需向公司

另行补偿金额 321,389,980.95 元，按照收购时股份发行价格即 21.05 元折算，应当补偿股

份数量为 15,267,933 股。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21,487,895 股。 

 

四、减值测试报告编制基础及测试结果 

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盈利补偿协议》中对于减值测试补

偿的约定，按如下基础编制了常康环保于 2018年 12 月 31日的减值测试报告： 

1、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苏评报字（2019）第 0067 号评估报



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常康环保本次估值范围内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形成

的资产组组合价值为 27,367.98 万元。同时就评估涉及的重要参数进行比较与分析，参见五、

重要参数的比较与分析。 

2、评估价值与交易作价 72,600.00 万元相比，低 45,232.02 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常康环保 2018 年 12月 31日 100%股东权益评估价值 27,367.98 

减：交易作价  72,600.00 

减值额 45,232.02 

五、重要参数的比较与分析 

本公司将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苏评报字（2019）第 0067 号评估

报告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兴评报字（2016）第 0997 号（“2018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报告”和“交易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合称“两次评估报告”），即交易定价的参考依

据进行分析，并比较两次评估报告中重要参数的差异。 

重要参数 
交易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

2016年 6 月 30 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折现率 11.1% 10.90% 

折现率与原来收购基准日评估所用的折现率存在差异：差异原因为折现率根据每年市场

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贝塔系数、债务资本成本等参数进行计算，因为目前市场收益率较

2016 年（收购基准日）低，所以 2018 年的折现率与交易评估基准日不一致。 

综合以上，本公司认为两次评估报告选取的重要参数不存在重大不一致，重要参数的差

异是合理的。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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