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855     证券简称：航天长峰     公告编号：2019-021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并注销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原

股东业绩承诺期间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1 月，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

司、公司或航天长峰）《发行股份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资产重组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2018 年 5 月，公司完成资产重

组股份发行及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及登记工作。根据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9】01350009 号），航天柏克（广

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柏克）2018 年度未足额完成盈

利承诺金额，触发股份补偿承诺事项，公司拟以一元人民币回购并注

销公司向航天柏克原股东叶德智等 12 人发行的部分航天长峰股份。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向叶德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37 号）核准，航天长峰向叶德智发

行 2,044,080 股股份、向叶德明发行 1,703,400 股股份、向高金全发



行 613,224 股股份、向罗蜂发行 497,393 股股份、向戴建东发行

408,816 股股份、向龙平发行340,680 股股份、向黄敏发行272,544 股

股份、向潘世高发行 272,544 股股份、向左英发行 204,408 股股份、

向郭俊发行 183,967 股股份、向周发能发行 136,272 股股份、向何

万里发行 136,272 股股份，购买上述自然人（以下简称：叶德智等

12 名航天柏克原股东）持有的航天柏克 51%股权（航天柏克 100%股

权评估价值 50100 万元），同时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向航天柏克增

资；向张宏利发行 2,228,403 股股份、向张骜发行 743,185 股股份、

向曾琳发行 557,389 股股份、向曾耀国发行 66,782 股股份、向张杰发

行 62,595 股股份、向谢行知发行 48,307 股股份、向李建财发行

33,339 股股份，购买上述自然人（以下简称：张宏利等 7 名航天精

一原股东）持有的航天精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天精一）51%股权（航天精一 100%股权评估价值 27500 万元）；同

时，公司通过询价方式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 12,700

万元，主要用于航天柏克、航天精一交易对价的现金支付部分。 

二、 业绩承诺补偿约定情况 

1. 盈利承诺补偿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叶

德智等 12 名航天柏克原股东签署了《关于佛山市柏克新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关于佛山市柏克新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张宏利



等 7 名航天精一原股东签署了《关于广东精一规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2. 盈利承诺金额 

叶德智等 12 名航天柏克原股东承诺航天柏克利润补偿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时，上述净利润指标还应扣除本次上市公司向

航天柏克增资的影响数。本次上市公司向航天柏克增资的影响数额计

算公式如下：本次向航天柏克增资影响数额=本次上市公司实际向航

天柏克增资的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1－航天柏克的所得税税

率）×资金实际使用天数/365。其中，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根据实际经

营中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确定。 

张宏利等 7 名航天精一原股东承诺精一规划利润补偿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7-2019 年度盈利承诺金额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公司

名称 
补偿义务人 

盈利承诺金额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1 航天柏克 
叶德智等 12名航

天柏克原股东 
3187.55  4028.62  4866.92  

2 航天精一 
张宏利等 7 名航

天精一原股东 
1702.15  2077.10  2509.24  

 

3. 补偿金额/股份数额的计算及补偿方式 

（1）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承诺，在标的公司利润补偿年度内，



每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应不低于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在每个

利润补偿年度，如果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低于该年度的承诺净利润，

则就其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按照其拥有标的公司相应股份比例，

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价数量（包括转增或送股的

股份）、现金对价金额为上限进行股份及现金补偿，累计补偿金额以

本次交易价格为上限。补偿义务人应优先采用股份补偿，不足部分采

用现金补偿。具体补偿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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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目标公司评估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股份计算结果余额不足 1 股的，按

1 股处理。 

如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至上市公司收到如本协议约定

的全部股份补偿和/或现金补偿之日之间存在资本公积转增、送红股、

缩股等行为，相关应补偿股份数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进行相应调整或依据上交所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现金分配的，现金分配的部分由补偿

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

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若补偿义务人剩余股份数量不足时，补偿义务人将以现金进行补

偿。具体计算公式为：当年度需以现金补偿的金额＝（当年度需补偿

的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价数量（包

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现金对价金额为上限进行股份及现金盈利补

偿，累计补偿金额以本次交易价格为上限。 

（2）标的公司各利润补偿年度的实际净利润由上市公司届时聘

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予以确定。 

（3）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上市公司按照人民

币 1 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补偿义务人以股份方式补偿上市公司

的，上市公司应在其当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其中

2019 年度业绩补偿，应在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计报告、

减值测试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

门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注销事宜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份回

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补偿义务人应在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 20 个工作日内

取得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

门的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或者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股东（不含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人），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



股权登记日的上市公司股本数量（扣除补偿义务人持股数量后）的比

例享有补偿股份。自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

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补偿义务人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

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补偿义务人

的现金补偿款应在上市公司当年年度报告公告日或《专项审计报告》

出具日（以孰晚者为准）起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到上市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4. 补偿义务人对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补偿计算方式 

（1）在约定的补偿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

测试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在利润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后 30 日内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补偿义务人承诺：如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则

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另需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另需补偿的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

数相应调整为：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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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实施现金分配的，现金分配的部分由

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

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若当期剩余股份数量小于当期股份补偿数量时，补偿义务人将以

现金进行补偿。 

（3）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价数

量（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现金对价金额为上限进行股份及现金

补偿，累计补偿金额以本次交易价格为上限。 

（4）补偿义务人减值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股份补偿方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

予以注销。如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

获得所需批准的，补偿义务人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

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上市公司

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三、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航天

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8】01340001 号、《关于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01350009 号，航天柏克、



航天精一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累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见下

表： 

 

2017-2019 年度盈利承诺与实现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

名称 
补偿义务人 

盈利承诺金额 

2017  

年度 
累计 1 

2018  

年度 
累计 2 

2019  

年度 
累计 3 

1 
航天

柏克 

叶德智等 12

名航天柏克

原股东 

3187.55  3187.55  4028.62  7216.17  4866.92  12083.09  

2 
航天

精一 

张宏利等7名

航天精一原

股东 

1702.15  1702.15  2077.10  3779.25  2509.24  6288.49  

序

号 

公司

名称 
补偿义务人 

盈利实现金额 

2017  

年度 
累计 1 

2018  

年度 
累计 2 

2019  

年度 
累计 3 

1 
航天

柏克 

叶德智等 12

名航天柏克

原股东 

3428.76  3428.76  3642.76  7071.52  -- -- 

2 
航天

精一 

张宏利等7名

航天精一原

股东 

1,713.18 1713.18  2134.86  3848.04  -- -- 

航天柏克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与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为 241.21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

率为 107.57%；航天柏克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数与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为-385.86 万元，业

绩承诺完成率为 90.42%；航天柏克截至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与截至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累计净利润数的

差异为-144.65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8.00%。航天柏克 2018

年度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与截至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均没



有足额实现相应承诺的净利润数，按照《关于佛山市柏克新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关于佛山市柏克新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需要

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承诺补偿。 

航天精一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与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为 11.03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

率为 100.65%；航天精一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数与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为 57.76 万元，业

绩承诺完成率为 102.78%；航天精一截至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与截至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累计净利润数

的差异为 68.79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1.82%。 

四、 业绩补偿实施方案 

    1.股份补偿 

鉴于航天柏克 2018 年度未达到业绩承诺，根据《关于佛山市柏

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关于佛山

市柏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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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期

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目标公司评估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127949 股。  

2.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分红收益返回 

公司 2018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实施情况为：每 10 股拟派发现金红



利 0.088 元（含税）人民币；根据补偿义务人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计

算其应当退回的分红收益为 1125.95 元。 

 

股份补偿及现金返还明细表 

序

号 

股份补偿

义务人 

股份补偿比例

（%） 

股份补偿数量  

(股） 

分红返还金额

（元） 

1 叶德智 30 38386  337.78  

2 叶德明 25 31987  281.48  

3 高金全 9 11515  101.34  

4 罗蜂 7.3 9340  82.19  

5 戴建东 6 7677  67.56  

6 龙平 5 6397  56.30  

7 黄敏 4 5118  45.04  

8 潘世高 4 5118  45.04  

9 左英 3 3838  33.78  

10 郭俊 2.7 3455  30.40  

11 周发能 2 2559  22.52  

12 何万里 2 2559  22.52  

合计 100 127949 1125.95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 2018 年末公司总股本 352,031,27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拟派发

现金红利 0.65 元（含税）人民币，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2,882,032.68

元（含税）人民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航天柏克 2018 年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关于佛山市

柏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关于佛

山市柏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约定，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

分红部分补偿义务人应随补偿股份返还给公司。因此，如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上述补偿义务人应将补偿股份对应的 2018 年度现金红利

届时返还给上市公司。 

五、 预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21916847 6.23 

   
-127949 -127949 21788898 6.19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

持股 
7888198 2.24 

   
  7888198 2.24 

3、其他内资

持股 
14028649 3.99 

   
-127949 -127949 13900700 3.95 

其中：境内

非国有法人

持股 

3475049 0.99 
     

3475049 0.99 

      境内

自然人持股 
10553600 3.00 

   
-127949 -127949 10425651 2.96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

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份 

330114425 93.77 
     

330114425 93.81 

1、人民币普

通股 
330114425 93.77 

     
330114425 93.81 

2、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4、其他 
         

三、普通股

股份总数 
352031272 100.00 

   
-127949 -127949 351903323 100.00 

 

六、 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并注销航天柏克

（广东）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期间应补偿股份的议案》，此

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1）、《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并注销航天柏克

（广东）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期间应补偿股份的议案》经公

司第十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部分股份回购注销系依据上市公司与叶德智等 12 名

航天柏克原股东签署《关于佛山市柏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

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关于佛山市柏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履行的承诺事项，其股份补

偿数量和分红返还金额均严格按照上述协议的有关规定计算得出，业

绩承诺补偿涉及的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合法、合规，没有违反《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同意《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并注销

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期间应补偿股份的议

案》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并注销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

绩承诺期间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股份的数量、价格依据公司 2017 年资产重

组时与叶德智等 12 名航天柏克原股东签署的《关于佛山市柏克新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关于佛山市柏克

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所

确定，业绩承诺补偿涉及的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合法、合规，没有违反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依法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