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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意见书、本意见书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公司、正泰

电器、上市公司 
指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集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指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新能源开发 指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正泰新能源投资 指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指 

正泰电器向正泰集团、正泰新能源投资、上海联和、

TreasureBay、通祥投资、浙景投资、君彤鸿璟等 7 家企业

及南存辉等 13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正泰新能源开发

85.40%的股权；向南存辉等 47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乐

清祥如 100%股权，向徐志武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

乐清展图 100%股权，向吴炳池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

的乐清逢源 100%股权，向王永才等 16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

有的杭州泰库 100%股权；同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 436,0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指 

正泰电器向正泰集团、正泰新能源投资、上海联和、

TreasureBay、通祥投资、浙景投资、君彤鸿璟等 7 家企业

及南存辉等 13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正泰新能源开发

85.40%的股权；向南存辉等 47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乐

清祥如 100%股权，向徐志武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

乐清展图 100%股权，向吴炳池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

的乐清逢源 100%股权，向王永才等 16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

有的杭州泰库 100%股权。 

标的资产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正泰电器拟购买的正泰新能源开发

85.40%的股权、乐清祥如 100%股权、乐清展图 100%股

权、乐清逢源 100%股权及杭州泰库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正泰新能源开发、乐清祥如、乐清展图、乐清逢源及杭州

泰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易对方 
指 

正泰集团、正泰新能源投资、上海联和、TreasureBay、通

祥投资、浙景投资、君彤鸿璟等 7 家企业及南存辉等 161

名自然人 

业绩补偿承诺方 指 
除通祥投资、浙景投资及君彤鸿璟外的其他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交易对方 

重组报告书 指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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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祥如 指 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 

乐清展图 指 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 

乐清逢源 指 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泰库 指 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联和 指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TreasureBay 指 TreasureBayInvestmentsLimited 

通祥投资 指 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景投资 指 杭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君彤鸿璟 指 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正泰电器与业绩补偿承诺方签署的《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特定对象之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泰君安、独立财务

顾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杜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

监会公告[2008]14 号） 

《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 

《财务顾问业务指

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二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财务顾问管理办

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因四舍五入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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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31 号），核准公司向正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以及南存辉等 161 位自然人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264,242,424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配套资金。 

国泰君安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重组办法》、《财务顾

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

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体包括：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正泰集团、正泰新能源投资、上海联

和、TreasureBay、通祥投资、浙景投资、君彤鸿璟等 7 家企业及南存辉等 13 位自然人购

买其持有的正泰新能源开发 85.40%的股权；向南存辉等 47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乐清祥

如 100%股权，向徐志武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乐清展图 100%股权，向吴炳池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乐清逢源 100%股权，向王永才等 16 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杭州泰

库 100%股权；乐清祥如、乐清展图、乐清逢源、杭州泰库合计持有正泰新能源开发 14.04%

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直接及间接拥有正泰新能源开发 99.44%

权益。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2016〕71 号、坤元评报〔2016〕74 号、坤元评报〔2016〕

75 号、坤元评报〔2016〕72 号及坤元评报〔2016〕73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937,094.04 万元，各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如下： 

交易标的 账面值（万元） 评估值（万元） 评估增值率 

正泰新能源开发 85.40%股权 517,276.39 804,812.49 55.59% 

乐清祥如 100%股权 30,400.31 53,865.64 77.19% 

乐清展图 100%股权 15,774.03 27,949.60 77.19% 

乐清逢源 100%股权 13,431.01 23,797.53 77.18% 

杭州泰库 100%股权 15,048.01 26,668.77 77.22% 

合计 591,929.75 937,094.04 58.30% 

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正泰电器2016年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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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6.96 元/

股。根据 2016 年 9 月 14 日正泰电器实施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应调整本次

发行股份价格至 16.66 元/股。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正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3031 号）核准，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562,481,330 股。 

2、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中，正泰电器采取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36,000.00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拟用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包括光伏业务和低压电器业务，

以提高本次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增强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投

资额（万元） 

1 国内外光伏电站项目 398,402.85 316,000.00 

 （1）国内地面式光伏电站项目 302,308.82 248,000.00 

 （2）国外地面式光伏电站项目 63,226.44 46,000.00 

 （3）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32,867.59 22,000.00 

2 国内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173,250.00 100,000.00 

3 智能制造应用项目 23,415.19 20,000.00 

合计 595,068.04 436,0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正泰电器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3 月 30 日），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7.00 元/股）。根据 2016 年 5 月 24 日正泰电器实施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相应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至 16.80 元/股。根据 2016 年 9 月 14 日正泰电器实施

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应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至 16.50 元/股。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正泰新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31 号）核准，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64,242,424 股。 

根据特定投资者的实际认购情况，并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

价格为 17.58 元/股，上市公司向薛光迪、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兴越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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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共发行股份 248,009,101 股。 

二、标的资产涉及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6 年 3 月 9 日，正泰电器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除通祥投资、浙景投资、君彤鸿

璟以外的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协议签署各方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

预测数的情况确定了明确可行的补偿方案。 

2016 年 8 月 12 日，正泰电器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除通祥投资、浙景投资、君彤

鸿璟以外的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二）》，明确了与梁望与朱信敏的股权转让相关

的权利义务安排，原股东梁望于本次交易项下的全部权利与义务由朱信敏承担，梁望在原

《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也由朱信敏承担。 

2016 年 11 月 20 日，正泰电器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除通祥投资、浙景投资、君彤

鸿璟以外的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三）》，约定了本次承担《盈利补偿协议》项下

的权利与义务的交易对方范围。 

（二）业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当年及之后的两个会计年

度，即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未能实

施完毕，则业绩补偿承诺方的利润补偿期间作相应调整，届时依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由上市公司与业绩补偿承诺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三）业绩承诺 

业绩补偿承诺方向上市公司承诺，乐清祥如、乐清展图、乐清逢源以及杭州泰库仅为持

股型公司存在，正泰新能源开发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各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 70,101.00 万元、80,482.00 万元和 90,006.00 万元。正泰新能源开发

实际净利润数在补偿期间内未达到预测净利润数的，业绩补偿承诺方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

补偿。业绩补偿承诺方拥有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自筹现金补偿。 

（四）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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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和业绩补偿承诺方一致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目标公司应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会计年度结束时，由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下称“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

查，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标的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确定。在专项审核意见中，对标的资产每年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将

按同期 3 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实际使用的额度、占用时间，并剔除利息资本化影响后，计算

资金成本，并在计算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时予以单独扣除。 

（五）业绩补偿的实施 

1、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在上述利润补偿期间内未达到预测净利润的，上市公司将以人

民币 1.00 元总价向业绩补偿承诺方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予以注销。 

2、上市公司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关于标的资产每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的专项审核意见后

的 10 个工作日内，以及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及专项审核意见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如需），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并由董事

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等有关事宜。 

3、业绩补偿承诺方应补偿股份、现金的计算： 

（1）业绩补偿承诺方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

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总数－累积已补偿股份数量 

1）上述认购股份总数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新增股份总和数，

即 562,481,330 股； 

2）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3）业绩补偿承诺方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

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如业绩补偿承诺方拥有的股份不足补偿的，应自筹现金补偿。 

业绩补偿承诺方每年应补偿的现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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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

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总对价－(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业绩补偿承诺方各方累积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总计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全体交易对

方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交易对价为限。 

4、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

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交易对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上市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总对价，那么业绩补偿承

诺方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金

额÷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业绩补偿承诺方应以现金补偿方式补足。另需补

偿的现金为：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业绩补偿承诺方已补偿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业绩补偿承诺方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现金金额。 

5、按照前述第 4 条的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时，遵照下列原则： 

（1）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新能源开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2）前述减值额为新能源开发作价减去期末新能源开发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新

能源开发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3）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合格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上市公司董事会

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6、如业绩补偿承诺方依据本协议约定需进行股份补偿，上市公司应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业绩补偿承诺方，

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向业绩补偿承诺方回购相应数量的股份，并予以注

销，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注销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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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业绩补偿承诺方依据本协议约定尚需进行现金补偿，上市公司应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业绩补偿承诺方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的方案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

书面通知业绩补偿承诺方，业绩补偿承诺方将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将应补偿的现金一次性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8、业绩补偿承诺方各方累积补偿的股份数量以其各自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限。业绩补偿承诺方各方应当按照本次交易各自转让标的资产的对价占业

绩补偿承诺方合计转让标的资产总对价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六）协议生效与解除 

本协议经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承诺方双方签署盖章后成立。 

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承诺方、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

效时本协议同时生效。 

（七）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

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

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根据天健出具的《关于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

健审[2017]第 3781 号），正泰新能源开发于 2016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2,679.87 万元，超过承诺数 2,578.87 万元，完成本年预测盈利的

103.68%。 

根据天健出具的《关于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

健审[2018]第 2781 号），正泰新能源开发于 2017 年度实现扣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82,982.72万元，超过承诺数 2,500.72万元，完成本年承诺业绩的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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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健出具的《关于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

健审[2019]4781 号），正泰新能源开发于 2018 度实现扣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96,752.49 万元，超过承诺数 6,746.49 万元，完成本年承诺业绩的 107.50%。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正泰新能源开发 2018 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业绩补偿承诺方对正泰新能源开发的承诺净利润，业绩承

诺已实现。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