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 

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本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海

陆重工”、“公司”）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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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负责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

工作。 

根据贵所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下发的《关于对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 254 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

司 2018 年度标的资产业绩完成情况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如下意

见： 

 

三、2018 年度，你公司通过预测 2019 年度江南集成扣非后净利润，计算业

绩完成金额与承诺数的差异为 4.52 亿元，并确认应由业绩补偿义务人向公司支

付的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为 6.48 亿元，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请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二）预测江南集成 2019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为 7,077.24 万元的依据； 

回复： 

1、收入成本构成 

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集成”）目前的营业收入主要

有光伏 EPC 项目收入，项目维护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三部分组成。 

截止年报出具日，江南集成在建及已签订合同待开工光伏电站项目 121MW，

根据企业目前投标和跟踪项目情况，江南集成预计 2019 年并网装机容量 200MW，



将实现销售收入预计为 75,374.92 万元，江南集成 2018 年 EPC 业务毛利率为

14.91%。2018 年江南集成已签订 2-3 年光伏项目维护合同 1,152.46 万元，根据

当年实际已发生的成本预测该部分毛利率在 80%。 

根据以前年度，江南集成其他收入主要为零星工程建安收入及其他材料销售

收入，江南集成预测的 2019 年零星建安及其他收入 11,215.74 万元，成本为

9,008.21 万元。本次经过进一步分析近三年其他建安零星收入均在 1.2 亿元以上，

毛利在 20%以上，故该建安及其他收入的预测合理。 

综上所述，江南集成 2019 年收入的预计具有合理性。 

2、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及其他税

费。根据报表披露，江南集成最近三年税金及附加分别为 331.23 万元、270.49

万元及 125.81 万元，主要为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水利基金以及印花税和车船使用税等。 

3、期间费用预测 

（1）营业费用预测 

2016 年-2018 年，江南集成的营业费用分别为 279.50 万元、189.21 万元、

434.24 万元，主要包括项目开发人员成本、办公费、差旅费、招待费及工会经费

等。本次评估参考未来规划，对于与业务相关的变动费用，本次评估参照变动费

用与营业收入的比率并结合企业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估算。 

（2）管理费用预测 

2016 年-2018 年，江南集成的管理费用分别为 3,163.79 万元、2,878.06 万元、

2,087.63 万元，主要包括管理人员成本、折旧费、办公费、差旅费、招待费及其

他管理费用等。本次预测参考未来规划，对于与业务相关的变动费用，本次评估

参照变动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率并结合企业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估算；对于折旧摊

销费用，本次按照折旧摊销政策进行估算。 

（3）财务费用预测 

2016 年-2018 年，江南集成的财务费用分别为 708.93 万元、1,243.39 万元、

2,952.87 万元，主要包括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及手续费等。本次预测参考 2018

年已有贷款合同及持续贷款完整年度来预测。 



4、所得税的预测 

本次根据预测的利润总额的 25%预测企业所得税。 

综上所述，2019 年江南集成的预测扣非净利润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营业收入 87,743.12 

减：营业成本 73,376.09 

税金及附加 158.52 

营业费用 314.60 

管理费用 2,557.59 

财务费用 1,900.00 

利润总额 9,436.32 

所得税 2,359.08 

净利润 7,077.24 

5、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依据江南集成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光

伏行业发展趋势及在手订单情况，对江南集成 2019 年进行的盈利预测符合江南

集成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你公司与收购江南集成时的交易对方吴

卫文、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宝行集团”）就应补偿现金金

额及股份数量做出约定。请详细披露根据相关盈利预测计算补偿现金金额及股

份数量的具体过程及计算结果； 

回复：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补偿期内应补偿股份和应补偿现金数的计

算公式如下： 

1、应补偿股份 

利润补偿交易对方应补偿总金额=【标的资产对价总额×（累计承诺扣非净

利润数－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数）÷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 

各补偿义务主体按照其各自在标的资产中的占比确定应承担的补偿义务，即

吴卫文占 80.383%、聚宝行集团占 19.617%。各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股份数量如

下： 



利润补偿吴卫文应补偿股份数量=利润补偿交易对方应补偿总金额×80.383%

÷本次发行价格 

利润补偿聚宝行集团应补偿股份数量=利润补偿交易对方应补偿总金额×

19.617%÷本次发行价格，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尾数舍去取整。交易对方应补

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其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取得的股份总数。 

2、应补偿现金 

补偿义务发生时，如吴卫文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取得的股

份数不足补偿时，除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外，吴卫文还应当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并按照上市公司发出的付款通知要求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利润补偿吴卫文应补偿现金金额=【利润补偿吴卫文应补偿股份数量－吴卫

文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取得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吴卫文应补偿现金总额不超过其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取得

的现金总额。 

3、补偿现金金额及股份数量的具体过程及计算结果 

根据以上协议约定及预测，计算的补偿金额详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承诺金额 

实际完成金额

或预计完成金

额 

预计未完

成率 
收购股权对价 应补偿金额 

2017 年度 236,015,700.00  256,101,342.19  

54.95% 1,755,600,000.00  964,621,058.98  
2018 年度 288,262,500.00  44,047,487.26  

2019 年度 298,992,000.00  70,772,445.88  

合计 823,270,200.00  370,921,275.33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补偿金额应先用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用现

金补偿；根据 2017 年、2018 年实际完成金额及预计 2019 年完成金额，测算应

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如下： 

补偿人 
承担的补

偿比例 

本次股

票发行

价格 

应补偿的股份

总数 

用于补偿的股份 

用股份补偿的

股份数量 

用现金补偿的

股份数量 

股份补偿数量

小计 

吴卫文 80.383%    7.79  99,536,758.00   53,299,100.00  46,237,658.00   99,536,758.00  

聚宝行

集团 
19.617%    7.79  24,291,362.00   24,291,362.00  - 24,291,362.00  



合计 100.000%   7.79  123,828,120.00   77,590,462.00  46,237,658.00  123,828,120.00  

4、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按照与吴卫文、聚宝行集团签订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测算的应补偿金额，其计算过程和结果符合双方签订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 

（四）根据年报，你公司在考虑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信用风险、货币时间价值、

股票资产负债表日的市价、承诺期预期利润的风险等因素的基础上，采用 4.90%

的折现率，计算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为 6.48 亿元。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就上述各

项因素做出的具体假设、4.90%折现率的确认依据及 6.48 亿元公允价值的计算

过程和计算方法； 

回复： 

1、业绩补偿款的形成原因 

海陆重工与吴卫文、聚宝行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协议第二条业绩承诺情况条款约定：2.1 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以及 2019 年度净利润预测分别为 23,601.57 万元、28,826.25 万元、29,899.20

万元。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数不低于 82,327.02 万元。根据本次交易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中约定“（1）甲方应在标的

资产过户手续完成，即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

理完毕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吴卫文支付第一期现

金对价 50,000 万元；（2）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一年度扣非净利润不低于第

一年度预测净利润（如标的资产于 2017 年完成交割，则标的公司第一年度预测

净利润为 23,601.57 万元）则甲方应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一年度扣非净利润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吴卫文支付第二期现金对价 30,000 万

元；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一年度扣非净利润低于第一年度预测扣非净利润，

则第二期现金对价暂不支付；（3）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一年度、第二年度

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不低于第一年度、第二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如标的资产于

2017 年完成交割，则业绩承诺期第一年度、第二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52,427.82

万元），则甲方应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二年度扣非净利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吴卫文支付第二期、第三期现金对价合计 49,600 万元（如

第二期现金对价在业绩承诺第一年度后已按照上述 2.3（2）条款进行支付的，该

次不再重复支付）；（4）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一年度和第二年度合计扣非

净利润低于两年预测合计扣非净利润，则本补充协议第 2.3 款项下第三期现金对

价暂不支付，待业绩承诺期届满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末累计实现

扣非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上市公司根据审核

结果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扣除吴卫文应补偿现金（如有）后，将剩余

应支付现金对价一次性支付给吴卫文。” 

上述收购事项已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办理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或有对价，参照企业合并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一章：合并各方可能在合并协议

中约定，根据未来一项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支付

额外现金或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合并对价，或者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

购买方应当合并协议约定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并转移对价的一部分，按照其在购

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对于该或有对价的初始确认及计量，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规定，或有对价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的，购买方应当将

符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可收回的部分已支付对价的权利确认为一项资产；企

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的，该金融资产应

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得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的计算过程 

基于以上因素，公司认为该《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很可能不能完成，故根据

公司与业绩承诺人吴卫文及聚宝行集团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事项构成《企业会计

准则 20－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本期

应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根据盈利预测协议计算应补偿的金额 

单位：元 



项目 承诺金额 

实际完成金额

或预计完成金

额 

预计未

完成率 
收购股权对价 应补偿金额 

2017 年度 236,015,700.00 256,101,342.19 

54.95% 1,755,600,000.00 964,621,058.98 
2018 年度 288,262,500.00 44,047,487.26 

2019 年度 298,992,000.00 70,772,445.88 

合计 823,270,200.00 370,921,275.33 

（2）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 利润补偿方式”的约定：4.3 乙方

应补偿股份和应补偿现金数的约定，补偿金额应先用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用

现金补偿；根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预测的应补偿金额，测算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及现金金额如下： 

单位：元 

补偿人 

承担的

补偿比

例 

本次

股票

发行

价格 

应补偿的股份

总数 

用于补偿的股份 

用股份补偿

的股份数量 

用现金补偿

的股份数量 

股份补偿数量

小计 

吴卫文 80.383% 7.79 99,536,758.00 53,299,100.00 46,237,658.00 99,536,758.00 

聚宝行

集团 
19.617% 7.79 24,291,362.00 24,291,362.00 - 24,291,362.00 

合计 100.00% 7.79 123,828,120.00 77,590,462.00 46,237,658.00 123,828,120.00 

（3）计算补偿的公允价值 

单位：元 

补偿人 

用现金补偿部分的公允价值 

用现金补偿

的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 现金补偿金额 折现率 

用现金补偿的

公允价值 

吴卫文 46,237,658.00 7.79 360,191,355.82 4.90% 343,366,402.12 

聚宝行集团 - - - - - 

合计 46,237,658.00 7.79 360,191,355.82 4.90% 343,366,402.12 

上述计算过程中，采用一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90%作为折现率。 

（续） 

补偿人 

用股份补偿部分的公允价值 

用股份补偿的股份

数量 
每股价格 股票补偿的公允价值 

吴卫文  53,299,100.00   3.93   209,465,463.00  



聚宝行集团  24,291,362.00   3.93   95,465,052.66  

合  计  77,590,462.00   3.93   304,930,515.66  

注：3.93 元系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交易的每股平均价格，即根据 2018 年度最后一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成交数量 2,314,600 股、成交金额 910.57 万元，计算得到当日成交均价 3.93

元/股。 

综上所述，补偿义务人使用股票、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形成的或有对价公允价值合计 64,829.69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补偿人 
股票补偿的公允

价值 

用现金补偿的公允

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

值 

吴卫文  209,465,463.00  343,366,402.12 552,831,865.12  

聚宝行集团  95,465,052.66  -  95,465,052.66  

合  计  304,930,515.66  343,366,402.12 648,296,917.78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上市公司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江南

集成经营业绩情况，结合期末上市公司股价，采用一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90%

作为折现率，测算吴卫文、聚宝行集团业绩补偿的公允价值，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五）你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预计江南集成 2019 年业绩并以此计算业绩补

偿款公允价值是否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存在矛盾，请你公司律师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7 年 5 月 17 日，公司与吴卫文、聚宝行集团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及标的资产已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完成交割的

事实，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期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吴卫文、聚

宝行集团（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或“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江南集成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不低于 82,327.02 万

元。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在业绩补偿期届满时，公司对江南集成截至业

绩补偿期末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



核，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扣非净

利润数而需要业绩承诺方进行补偿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应当在业绩补偿期届满后

按照协议约定计算并确定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金额，并向各业绩

承诺方就其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业绩承诺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业绩

补偿义务。 

根据《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9）第 337002 号《审计报告》。公司考虑了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信用风险、货

币时间价值、股票资产负债表日的均价、承诺期预期利润的风险等因素，采用

4.9%的折现率，计算预计应由业绩补偿义务人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

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上述会计处理已经公司

2018 年年度审计机构审计。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预计江南集成 2019

年业绩并以此计算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系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进

行的会计处理，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不存在矛盾。公司与业绩承诺方

应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确定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差异及实施利润补偿

安排。 

（六）业绩补偿款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依据、计入当期损益的

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业绩补偿款计算的具体过程详见本问询函回复之“问题三、（4）”，海陆

重工与业绩承诺人吴卫文及聚宝行集团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事项构成《企业会计

准则 20－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的约定，合并各方可能在合并协议中约

定，根据未来一项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支付额外

现金或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合并对价，或者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购买

方应当合并协议约定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转移对价的一部分，按照其在购买日的

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对于该或有对价的初始确认及计量可以参考《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规定，或有对价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的，购买方应当将符

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可收回的部分已支付对价的权利确认为一项资产；企业

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的，该金融资产应当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得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的规定，在后续计量期间，海陆

重工应根据各资产负债表日的江南集成实际情况对预计能完成的业绩金额及完

成概率进行适当调整后，计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根据证监会会计部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分析 2017》中

附有业绩补偿条款的股权投资业务的会计处理相关章节案例，将或有对价符合资

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的可收回的部分已支付对价的权利确认的资产认定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海陆重工与业绩承诺人吴卫文及聚宝行集

团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应确认为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应业绩补偿款计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七）2019 年度江南集成经审计净利润确认后，你公司是否拟重新计算业绩

补偿现金金额和股份数量，以及对相关业绩补偿款项拟进行的会计处理； 

回复： 

第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对于后续计量公司应在

每一资产复制表日根据江南集成实际完成的业绩重新计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值，故 2019 年江南集成审计净利确认后，海陆重工需要重新计算业绩补偿现金

金额和股份数量。 

第二，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根据重新计算确认的金额借记交易性金融资

产，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第三，实际支付时，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计算应补偿的金额，对未完

成的业绩金额签订具体结算协议，并借记股本、资本公积等，贷记交易性金融资

产。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

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八）吴卫文、聚宝行集团的履约能力、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实际进展或业

绩补偿具体计划；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与吴卫文、聚宝行集团签订的《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

吴卫文、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海陆重工尚未支付业

绩承诺人吴卫文剩余 1.96 亿的股权转让款，目前吴卫文持有的海陆重工的股票

已用于海陆重工子公司江南集成流动资产贷款质押担保，且吴卫文出具了承诺：

除非海陆重工书面同意，否则本人持有的全部海陆重工股票将不进行任何质押；

本人同时承诺，若江南集成业绩承诺期满触发股份补偿事宜的，本人将依据 2017

年 5 月 17 日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

吴卫文、聚宝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利润补偿方式约

定：应自接到海陆重工关于股份补偿的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协助海陆重工通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本人所持有的海陆重工相应数量

的股票划至海陆重工董事会设定的专门账户继续进行锁定，并配合海陆重工办理

股份回购销事宜；自接到海陆重工关于现金补偿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将应补

偿现金汇入海陆重工指定账户。 

同时，聚宝行集团出具承诺：本公司同时承诺，若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期满触发股份补偿事宜的，本公司将依据 2017 年 5 月 17 日与苏州海

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卫文、聚宝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四条利润补偿方式约定：应自接到海陆重工

关于股份补偿的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协助海陆重工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本公司所持有的海陆重工相应数量的股票划至海陆重工

董事会设定的专门账户继续进行锁定，并配合海陆重工办理股份回购销事宜。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应自接到海陆重工关于股份补偿的通知之

日起 20 日内，协助海陆重工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将所持有的海陆重工相应数量的股票划至海陆重工董事会设定的专门账户继续



进行锁定，并配合海陆重工办理股份回购销事宜；自接到海陆重工关于现金补偿

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将应补偿现金汇入海陆重工指定账户。 

此外，公司为督促保障吴卫文、聚宝行集团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补偿承

诺，经公司申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经对吴卫文、聚宝行集团所持股份进

行了轮候冻结，轮候委托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8 日，轮候期限为 36 个月，本次冻

结占吴卫文、聚宝行集团所持股份的 100%。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吴卫文、聚宝行集团已经出具承诺，如业绩承

诺到期后，江南集成未能实现承诺业绩，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进

行业绩补偿；上市公司也将督促吴卫文、聚宝行集团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且已经采取了一定的保障措施，督促业绩承诺方及时履行补偿义务，维护上市公

司权益。 

（九）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2）至（8）中所述事项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上述问题答复详见以上回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海陆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6 月 6 日 

 


	三、2018年度，你公司通过预测2019年度江南集成扣非后净利润，计算业绩完成金额与承诺数的差异为4.52亿元，并确认应由业绩补偿义务人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为6.48亿元，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请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二）预测江南集成2019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为7,077.24万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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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据年报，你公司在考虑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信用风险、货币时间价值、股票资产负债表日的市价、承诺期预期利润的风险等因素的基础上，采用4.90%的折现率，计算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为6.48亿元。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就上述各项因素做出的具体假设、4.90%折现率的确认依据及6.48亿元公允价值的计算过程和计算方法；
	（五）你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预计江南集成2019年业绩并以此计算业绩补偿款公允价值是否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存在矛盾，请你公司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六）业绩补偿款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依据、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七）2019年度江南集成经审计净利润确认后，你公司是否拟重新计算业绩补偿现金金额和股份数量，以及对相关业绩补偿款项拟进行的会计处理；
	（八）吴卫文、聚宝行集团的履约能力、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实际进展或业绩补偿具体计划；
	（九）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2）至（8）中所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