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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1               证券简称：康旗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0 

 

上海康耐特旗计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8,295,348 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

1.21%。回购价格共 1 元。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

注销事宜已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办理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676,914,013 股。 

 

一、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约定 

上海康耐特旗计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康旗股份”、

“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向上海旗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

计智能”）原股东刘涛、樟树市和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顺

投资”）、樟树市和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雅投资”）、珠

海安赐互联股权并购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赐互联”）、深圳

前海美亚创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创享”）、北京易牧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易牧科技”）、陈永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大

资产重组业务。根据 2015 年 11 月 4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刘涛、和顺投资、和雅投

资、安赐互联、美亚创享、易牧科技、陈永兰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交易对方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的业绩承诺及业绩

补偿约定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 

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承诺旗计智能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8,000万元、16,000万元、24,500万元、

34,500 万元。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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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

净利润。 

2、业绩补偿安排 

（1）如在承诺期内，旗计智能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应在当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当年的补偿金

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

额 

（2）如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当年度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

由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以现金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刘涛、和顺投资以其

自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先由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以其自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进行补偿，

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需在收到上市公司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30 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2）不足部分由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自筹现金补偿。刘涛、和雅投资、

和顺投资需在收到上市公司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30 日内将所需补

偿的现金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3）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现金补偿的，差额部

分由刘涛、和顺投资以其自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具体如下： 

①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已补偿现金）/本次发行的股份价

格 

②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

或送股比例） 

③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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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股份数量 

④刘涛、和顺投资应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发

出将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份进

行锁定的指令。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全部划转至专门账户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负

责办理上市公司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向刘涛、和顺投资定向回购并注销当年应

补偿的股份的具体手续。 

4）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 

（3）在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上市公司聘请上市公司与刘涛一致认可的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

试报告》。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已

补偿现金，则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补偿时，先由

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以现金补偿，不足的部分以刘涛、和顺投资因本次交

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因标的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4）无论如何，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

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标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 

（5）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应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项下的补偿责任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6）各方同意由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5 个月内聘请的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7）为保证业绩补偿合规履行，交易对方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出具

承诺，具体如下： 

1）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旗计智能所带来的收益不计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的旗计智能净利润，具体如下： 

①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旗计智能募投项目使用前，募集资金存储在旗计智能募

集资金专户或现金管理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不计入旗计智能当期承诺净利润核算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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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旗计智能募投项目使用之日起，在审核旗计智能当期

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时，按照“实际投入募投项目使用的募集配套资金额×旗计智

能项目建设期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募投项目实际使用配套募集资金期限×

（1－旗计智能所得税税率）”计算方式进行相应扣除。 

2）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交易对方刘涛、和雅投资、和顺投资同意上市

公司在承诺期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以下事项进行专项审核： 

①对旗计智能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②对旗计智能承诺期内实际扣非净利润金额与承诺扣非净利润金额的差异

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二、业绩承诺补偿方案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旗计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9】第

【4-00071】号），2018 年度，旗计智能经审计后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 338,969,911.59 元，扣除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使用前产生的利息收入

1,524,901.42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产生的资金成本 659,262.58

元和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18,541,537.39 元，实现 2018

年业绩承诺 34,500 万元的 92.33%，旗计智能原股东未完成 2018 年度承诺业绩。

同时，2015 年公司承诺业绩 8,000.00 万元，实际完成 85,752,364.28 元，2016

年度公司承诺业绩 16,000.00 万元，实际完成 179,358,096.58 元，2017 年度公司

承诺业绩 24,500 万元，实际完成 224,212,348.03 元，2015 年度-2018 年度累计承

诺业绩 83,000.00 万元，累计实际完成业绩 807,864,346.28 元。根据 2015 年 11

月 4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

定，2018 年度旗计智能原股东尚需补偿。 

2、补偿方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经旗计智能原股东刘涛确认，

刘涛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 8,295,348 股股份进行补偿，补偿股份在业绩

承诺期内获得的现金分红 491,247.32 元归还公司。公司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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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1.00 元的价格回购注销上述对应补偿的股份。 

3、补偿方案具体计算过程 

（1）补偿金额 

2018 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

金 额 = （ 830,000,000 － 807,864,346.28 ） ÷830,000,000×2,339,999,980.84 －

0=62,897,788.64 元 

（2）补偿股份数及现金股利返还金额 

1）补偿股份数 

2018 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已补偿现金）/本次发行的股份

价格=62,406,541.30/9.78=6,381,037 股 

因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则应补偿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2018 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

增或送股比例）=6,381,037×（1＋0.3）=8,295,348 股 

2）现金股利返还金额 

因公司在承诺期实施了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应对补偿股份获得的现金股利进行返还。 

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526,089,653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9985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为：以总股本 526,799,04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7

元（含税）；拟总股本 526,799,049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

补偿股份数量=（0.0199855＋0.057）×6,381,037=491,247.32 元。 

三、本次业绩补偿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19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业绩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

销股份及现金返还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2019 年 6

月 7 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201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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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业绩补偿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刘涛先生的现金返还 491,247.32 元。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单位：股 

 
回购前 本次增减变动

（+、—） 

回购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410,702,766 59.94% -8,295,348 402,407,418 59.45% 

高管锁定股 137,131,195 20.01%  137,131,195 20.26% 

首发后限售股 273,571,571 39.93% -8,295,348 265,276,223 39.1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4,506,595 40.06%  274,506,595 40.55% 

三、总股本 685,209,361 100.00% -8,295,348 676,914,013 100.00%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调整情况 

 2018 年度 

本次回购前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6 

本次回购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8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旗计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