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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中广核核技术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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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号）核准，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 478,993,166 股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广核核技术”）等交易对方持有的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新核材”）100%股权、中广核中科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

维”）100%股权、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达胜”）

100%股权、深圳中广核沃尔辐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沃尔”）100%股权、

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俊尔”）49%股权、中广核三角洲

集团（苏州）特威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特威”）45%股权、中广核拓普

（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拓普”）35%股权，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8.77 元/股。同时，通过锁价方式向中广核核技术等 7 名配套融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267,686,421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799,999,963.66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上

述资产已全部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新增 746,679,58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已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上市。 

二、业绩完成情况及资产减值情况 

（一）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与中广核核技术签署的《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修订稿）》（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中广核核技术作为目标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承诺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期间，除深圳沃尔以外其余六家目标公司（合称“六家目标公司”）每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该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



净利润，2016 年度的净利润包括交割日前归属于交易对方的净利润及交割日后直接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下同）合计数分别不低于 30,130.99 万元、38,059.43 万

元、47,325.30 万元，即累计不低于 115,515.72 万元。且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上市

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六家目

标公司的标的资产合计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已支付的盈利补偿金额，则中

广核核技术应当以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出具的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CSA20522），六家目标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完成净利润 88,727.22 万元，累计未完成净利润 26,788.50 万元。具

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业绩承诺数 盈利实现数 
完成率 

(%) 
差异数 

2016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直接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301,309,900.00 312,263,855.57 103.64 10,953,955.57 

2017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直接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380,594,300.00 295,844,018.42 77.73 -84,750,281.58 

2018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直接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473,253,000.00 279,164,357.09 58.99 -194,088,642.91 

三年累计实现 1,155,157,200.00 887,272,231.08 76.81 -267,884,968.92 

（二）资产减值情况 

根据《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到期需进行减值

测试所涉及的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

远评报字[2019]第 060018 号）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用收益法评估的

六家目标公司注入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424,370.59 万元。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评估值 

A 

收购股比 

B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 

C=A*B 

1 高新核材 203,437.93 100.00% 203,437.93 

2 苏州特威 13,030.79 45.00% 5,863.86  

3 中广核俊尔 149,676.85 49.00% 73,341.66 



4 湖北拓普 40,785.11 35.00% 14,274.79 

5 中科海维 19,716.45 100.00% 19,716.45 

6 中广核达胜 107,735.91 100.00% 107,735.91 

合计 424,370.59 

基于前述评估报告，公司根据相关要求所约定的承诺期满资产减值额的确定方

法，即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减去业绩承诺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并扣除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计算是否发生

减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标的资产 

初始投资 
A 

承诺期内增资 
B 

利润分配 
C 

评估金额 
D 

减值金额 
E=A+B-C-D 

1 高新核材 100.00%股权 1,947,267,349.02 383,309,300.00   2,034,379,300.00 296,197,349.02 

2 苏州特威 45.00%股权 98,947,428.53     58,638,555.00 40,308,873.53 

3 中广核俊尔 49.00%股权 789,422,350.27 173,617,900.00   733,416,565.00 229,623,685.27 

4 湖北拓普 35.00%股权 105,979,249.61 28,747,400.00   142,747,885.00 不计提减值 

5 中科海维 100.00%股权 200,563,883.78     197,164,500.00 3,399,383.78 

6 中广核达胜 100.00%股权 1,024,251,018.70     1,077,359,100.00 不计提减值 

合计 4,166,431,279.91 585,674,600.00   - 569,529,291.60 

通过以上工作，公司得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

产（除深圳沃尔）扣除业绩承诺期间内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等因

素的影响数后，较发行股份买资产时的初始投资 4,166,431,279.91 元，减值

569,529,291.60 元。 

2019 年 4 月 25 日，信永中和对公司关于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进行

了专项复核，并出具了《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

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CSA20527）。 

三、应补偿股份的相关约定 

（一）盈利补偿 

1、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在业绩承诺期间，中广核核技术（即合同乙方，以

下简称“乙方”）和上市公司（即合同甲方，以下简称“甲方”）将独立核算本次重

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指甲方使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

套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即甲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中所述的相关项目）所产生的收入与成本、费用；如独立核算有困难的，将

合理划分配套募集资金所产生收入与目标公司原有业务收入，并按照收入与成本相

关性、配比性及重要性等原则，合理划分、分配成本、费用，从而确认配套募集资

金所产生损益，并经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后，在甲方

对六家目标公司进行各年度净利润考核时，扣除上述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六家

标的公司各年度净利润产生的影响。 

2、业绩承诺期间内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甲方均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该《专项审核报告》数据系基于各目标公

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确定；六家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累计实

际净利润数的差额则根据该《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3、业绩承诺期间，六家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何一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乙方应

向甲方进行补偿，盈利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盈利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总和－累计盈利已补偿金额 

4、若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任何一年需向甲方履行盈利补偿

义务的，乙方应当以股份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盈利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如下方式计

算： 

当期盈利补偿股份数量=当期盈利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即人民

币 8.77 元/股） 

若在业绩承诺年度内甲方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前述公式

中的“股票发行价格”将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四条所约定的调

整办法进行调整，补偿股份数额及上限亦进行相应调整。若甲方在业绩承诺年度内

实施现金分红的，则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年度补偿股份所对应的分红收益应由

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交易对方无偿赠予甲方。若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

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予冲回。 

（二）资产减值补偿 



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甲方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六家目

标公司的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当与六家目标

公司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交易价

格减去业绩承诺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增资、减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若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合计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内已支付的盈利补

偿金额，则乙方应当以股份对甲方进行补偿，计算公式为： 

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合计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

内已支付的盈利补偿金额 

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若在业绩承诺年度内甲方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前述公式

中的“发行价格”将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四条所约定的调整办

法进行调整，补偿股份数额及上限亦进行相应调整。若甲方在业绩承诺年度内实施

现金分红的，则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分红收益应由乙方或乙方

指定的交易对方无偿赠予甲方。 

（三）补偿方式 

若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应履行补偿义务，甲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或《减值

测试报告》出具日起十五日内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并按程序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书面通知乙方，由甲方按照 1 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应补偿股份，并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用于盈利补偿或减值补偿的股份包括乙方自身因出售标的

资产而获得的甲方股份以及乙方指定的其他交易对方向甲方自愿交付的甲方股份。

乙方应在甲方发出书面补偿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上述股份补偿事宜，每逾期一

日应当承担未补偿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四、股份补偿方案 

（一）盈利补偿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累计盈利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总和=（1,155,157,200.00 元－887,272,231.08 元）÷1,155,157,200.00 元

×4,166,431,500.00 元=966,209,943.44 元 

2018 年度盈利补偿金额 = 累计盈利补偿金额 - 以前年度已补偿金额

=966,209,943.44 元-30,600,111 股 8.77 元/股=697,846,969.97 元 

2018 年度盈利补偿股份数量=2018 年度盈利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

格=697,846,969.97 元÷8.77 元/股=79,572,061 股（向上取整后） 

根据以上协议约定计算，2018 年度中广核核技术及其指定的其他交易对方应向

本公司盈利补偿股份数为 79,572,061 股。 

（二）资产减值补偿 

由于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合计期末减值额为 569,529,291.60 元，小于盈利

补偿金额 966,209,943.44 元，中广核核技术及其指定的其他交易对方本次不向上市

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三）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自 2016 年第四季度开始，受上游石化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国家废塑料进口禁

令及环保核查力度加大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改性高分子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同

时下游产品市场价格竞争激烈，改性高分子材料产品价格涨幅有限，导致行业盈利

水平持续下滑，公司改性高分子材料业务整体毛利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补偿股份对应的分红收益 

由于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不存在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情形，因此补偿股

份股票发行价格未进行调整。根据协议约定，补偿股份对应的 2016 年度、2017 年

度分红收益 5,331,328.09 元由中广核核技术或其指定的交易对方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由于上市公司母公司 2018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文件的规定，2018 年度上市公司不满足利润分配的条件，故 2018 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中广核核技术或其指定的交易对方

无需向上市公司赠予 2018 年度分红收益。 

五、回购股份履行的程序及授权事宜 

（一）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联董事林坚、

胡冬明、程超、朱继超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 5 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上述补偿股份的回购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审议

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且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授权事宜 

为保证股份补偿相关事项顺利完成，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支付对价、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如有）、办

理相关股份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购注销事宜、股本变更登记

及信息披露事宜、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

和备案手续等。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利润承诺未完

成所涉及的股份补偿相关事项实施完毕之日止。 

公司将分别向盈利补偿对象发出《关于业绩承诺涉及事项的告知函》，告知对

方业绩承诺实际实现情况、应补偿股份数，并告知对方尽快完成内部决策程序，全

力配合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的工作，履行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向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及其指定的其他交易对

方回购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遵循了《盈利补偿协议》等相关约定。补偿金额、回

购股份数量系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重

大 资 产 重 组 购 入 资 产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的 说 明 专 项 审 核 报 告 》

（XYZH/2019CSA20522）、《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

产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CSA20527）及《盈利补偿协议》确

定，股份补偿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

于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

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六家目标公司 2016 年-2018 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直接归属于上市公



司的净利润，为同期累计业绩承诺数的 76.81%。 

针对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可能无法实现业绩承诺的潜在风险，中广核技与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关于此次交易的《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与《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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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修订稿）》中均对利润承诺实现的不确定性进行了重大风险提示。 

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公司 2016-2018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目标深

感遗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将积极督促业绩承诺方严

格按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条款进行股份补偿，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购入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四）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到期需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市场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9]第 060018 号）； 

（五）信永中和出具的《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重大资产

重组购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CSA20522）； 

（六）信永中和出具的《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

产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CSA20527）。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二、业绩完成情况及资产减值情况
	（一）业绩完成情况
	（二）资产减值情况

	三、应补偿股份的相关约定
	（一）盈利补偿
	（二）资产减值补偿
	（三）补偿方式

	四、股份补偿方案
	（一）盈利补偿
	（二）资产减值补偿
	（三）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四）补偿股份对应的分红收益

	五、回购股份履行的程序及授权事宜
	（一）履行的程序
	（二）授权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八、备查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