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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9]第 1-01729 号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对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2018 年度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8 年度业绩
承诺的完成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电白中
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关于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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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意
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
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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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53 号发布）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修订）的有关规定，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重组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园林”）及电白中茂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生物”）全体股东。
（二）交易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61 号文“关于核准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向邱茂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原名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 2015 年 12 月向广州中茂园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园林”）及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
生物”）全体股东发行股份作价 24.69 亿元购买中茂园林及中茂生物 100%股权，并向黄如良及
尤东海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5,005 万元。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一）中茂园林、中茂生物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邱茂国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签署了《天广消防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
）
，就本次重组事项，
邱茂国作出如下业绩承诺：
中茂园林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4,500 万元、18,000 万元、20,000 万元和 22,000 万元；中茂
生物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8,000 万元、15,000 万元、18,000 万元和 20,000.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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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润数差异情况的确定
在 2018 年度结束时，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中茂
园林和中茂生物在利润补偿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合计数与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差异情况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累计实现净利润合计数，是指《专项审核报告》中明确的对中茂园林和中茂生物在利润
补偿期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合计数。累计
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是指，邱茂国对中茂园林和中茂生物在利润补偿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合
计数，即：
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
=14,500+18,000+20,000+22,000+8,000+15,000+18,000+20,000.86
=135,500.86 万元。
（三）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1、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在利润补偿期间，中茂园林和中茂生物累计实
现净利润合计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则在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邱茂
国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和补偿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利润补偿。
2、补偿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
邱茂国应补偿金额＝（利润补偿期间中茂园林和中茂生物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利润
补偿期间中茂园林和中茂生物累计实现净利润合计数）×2.5。计算结果为负数或零，则无需
补偿。
3、利润补偿方式：在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0 个交易日内（包含第 20 个
交易日当天）
，邱茂国应当用现金向上市公司支付完毕其应补偿金额。如邱茂国在 2018 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0 个交易日内（包含第 20 个交易日当天）向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
补偿金额不足邱茂国应补偿金额，则自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第 21 个交易日起，
邱茂国应当就上述现金补偿后的差额部分，以邱茂国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具体如
下：
（1）应补偿股份数量
邱茂国应补偿股份数量=（邱茂国应补偿金额－邱茂国向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
÷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上市公司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上市
公司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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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偿股份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在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第 21 个交易日至 30 个交易日间通知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将邱茂国依照补偿方案计算出来的应用于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
立的专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
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股利归上市公司所有。邱茂国在此过程中应全力配合。
上市公司在完成锁定手续后，应在一个月内就全部应回购股份的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
大会。若股东大会通过，上市公司将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的全部股份，
并予以注销；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股份回购议案，则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后 5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邱茂国，邱茂国应在接到通知后 10 个交易日内将前款约定的存放于
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户中的全部已锁定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赠送股份实施公告
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邱茂国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
登记日扣除邱茂国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4、邱茂国以现金进行利润补偿的上限为邱茂国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支付的交易
对价；邱茂国以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利润补偿的上限为邱茂国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如果利润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则邱茂国应补偿股份的上
限调整为：邱茂国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一）中茂园林、中茂生物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中茂园林、中茂生物 2018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中茂园林

中茂生物

合计

承诺业绩

22,000.00

20,000.86

42,000.86

实际完成情况

7,405.17

9,361.41

16,766.58

-14,594.83

-10,639.45

-25,234.28

未完成情况

2、中茂园林、中茂生物 2015-2017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依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4 月 2 日出具的《广州中茂园
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广会专字[2016]G16002500033 号）、2017 年 4 月 22 日出具《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广会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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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G17005410028 号）
、2018 年 4 月 21 日出具的《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电白
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广会专字[2018] G18005390026
号），中茂园林、中茂生物 2015-2017 年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1）中茂生物 2015 年-2017 年业绩承诺及以前年度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业绩

8,000.00

15,000.00

18,000.00

实际完成情况

7,399.84

12,847.54

14,690.04

未完成情况

-600.16

-2,152.46

-3,309.96

（2）中茂园林 2015 年-2017 年业绩承诺及以前年度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业绩

14,500.00

18,000.00

20,000.00

实际完成情况

15,712.11

20,672.09

40,516.00

超额成情况

1,212.11

2,672.09

20,516.00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中茂园林 2015-2017 年业绩承诺及以前年度完成情况
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证监局下发《关于对天广中茂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更改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9〕14 号），根据决定内容，中茂园林 2016 年提前确认工程项目收入 4，283.30
万元，对净利润影响-593.89 万元；2017 年提前确认工程项目收入 12,804.83 万元，对净利
润影响-2,242.74 万元。公司对中茂园林 2016 年、2017 年业绩完成情况进行修正，调整后的
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业绩

14,500.00

18,000.00

20,000.00

实际完成情况

15,712.11

20,078.20

38,273.26

超额成情况

1,212.11

2,078.20

18,273.26

（4）中茂园林、中茂生物 2015-2018 年业绩完成情况
依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前年度业绩审核报告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证监局处罚决定内容，调整后的中茂园林、中茂生物两家公司
2015-2018 年累计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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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累计完成情况

承诺业绩

22,500.00

33,000.00

38,000.00

42,000.86

135,500.86

实际完成情况

23,111.95

32,925.74

52,963.30

16,766.58

125,767.57

611.95

-74.26

14,963.30

-25,234.28

-9,733.29

超额成情况

（二）公司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公司认为，中茂园林未能在 2018 年实现《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指标，主要
原因包括：（1）报告期内，受国家地产调控，行业金融环境趋紧，融资困难、融资渠道受限
等一系列系统性因素影响，中茂园林承接的部分工程项目的业主方因资金压力较大导致其进
度款支付实际滞后于工程进度，中茂园林无法按预期回收应收工程项目款；（2）报告期内，
受“国家地产调控”、“金融去杠杆”
、等系统风险影响，公司股价持续下跌，中茂园林合作的
部分银行以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存在可能影响中茂园林流动性等因素为由，抽贷、断贷并冻
结、扣压中茂园林银行账户资金，导致中茂园林融资渠道受限，影响了中茂园林的资金流动；
（3）受工程款回款滞后及流动性不足问题困扰，中茂园林承接的部分工程项目施工进度受到
一定影响，导致该部分工程项目的收入确认、工程结算同时受到影响。
公司认为，中茂生物未能在 2018 度实现《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指标，主要
原因包括：（1）基于中茂生物优化生产基地布局的考虑及在北方地区建厂比南方地区建厂生
产成本低的实际情况，中茂生物改变原在佛山三水生产基地新建三期厂房的计划并寻求在北
方地区选址建设生产基地，但由于前期可行性研究及投资方案论证等工作耗费的时间较长，
致使中茂生物北方生产基地在 2018 年度未能落地建设并投产，食用菌产能未能按预期扩充；
（2）随着食用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及市场供给的增加，包括金针菇、蟹味菇、白玉菇等在内
的食用菌产品销售价格下跌超过预期所致。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中茂园林和中茂生物 2015-2018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合计
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时，邱茂国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和补偿方式对上市公
司进行利润补偿。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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