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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的应补偿股份涉及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

变更为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水科”）原股东王刚、

叶泉共 2名。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1,856,83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856,830 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 股。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

偿股份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 0.61%。回购资金总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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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办理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02,065,356 股。 

一、资产购买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27日《关于核准天津膜天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王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1761 号）核准，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津膜科

技”）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王刚、叶泉等持有的金桥水科 100%股权。 

2017 年 12 月 21 日，金桥水科完成了变更企业类型和公司名称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甘

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 28 日，本次交易标的金桥水

科 100%股权已过户至津膜科技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金桥

水科取得了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后的《营业执照》。至此，金桥水科变更

为津膜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履行完毕。 

 2018 年 1 月 2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致同验字（2018）第 110ZC0002 号），进行审验：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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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准金桥水科 100%股权的股东变更为津膜科技；津膜科技已收到王刚等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3,275,044 元，资本公积 335,393,384.04 元。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受理津膜

科技递交的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登记申请。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津膜科技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登记。津膜科技向股份对价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23,275,044 股，新增股份已

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上市。交易完成后，金桥水科原股东王刚、叶泉持有津

膜科技股份及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支付数量（股） 锁定期限 限售起始日 

1 王刚 829,850 12个月 上市首日 

829,850 24个月 上市首日 

6,638,807 36个月 上市首日 

小计 8,298,507 -- -- 

2 叶泉 360,804 12个月 上市首日 

360,804 24个月 上市首日 

2,886,438 36个月 上市首日 

小计 3,608,046 -- --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王刚、叶泉签订的《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刚、叶

泉之间关于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

简称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王刚、叶泉对金桥水科 2016-2018 年度业

绩承诺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 9,975 万元，其中，

2016 年度 2,500 万元，2017 年度 3,250 万元，2018 年度 4,225 万元。 

三、业绩实现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金桥水科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报表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分别出具了致同审字（2017）第 110ZA4382 号、致同审字（2018）

第 110ZC4450 号、致同审字(2019)第 110ZC6706 号审计报告。 

2016 年度，金桥水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54,817.30 元。 



2017 年度，金桥水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37,373.00 元。 

2018 年度，金桥水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01,773.01 元。 

金桥水科承诺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

84,193,963.31 元（占承诺业绩的 84.40%），较业绩承诺差异 15,556,036.69 元。

未实现业绩承诺的原因主要是，2017-2018 年金桥水科承包的部分工程项目开工

时间较晚，确认的营业收入低于预期，同时，计提了较大金额的坏账准备。 

四、资产减值测试结果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商誉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3366

号），评估结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 46,565.91 万元。 

津膜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金桥水科 100%股权的全部

收购价款共计 41,964.10 万元，故期末商誉未发生减值。 

五、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五条“相关补偿计算”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方承诺，如经专项审核，截至业绩补偿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

数低于截至业绩补偿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的，业绩承诺方应进行补偿。业绩

承诺补偿的方式为股份补偿。补偿义务发生时，业绩承诺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以

其通过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

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2、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及应补偿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金额=（目标公司截至业绩补偿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目标公司截至

业绩补偿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各年的净利润承诺数总

和×业绩承诺方所持标的股份价格。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方所持标的股份价格”指《购买资产协议》第 1.3.2 条表格所



列的业绩承诺方持有标的股份的价格（即：业绩承诺方所持标的股份比例

43.7231%×标的股份的交易价格总额 41,964.10 万元=18,348.00 万元），下同。 

业绩承诺方之间按其所持标的股份比例个别非连带地承担上述补偿义务。 

3、若津膜科技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方按上述公式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

时赠予津膜科技；若津膜科技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应补偿股份应包括其对应的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实施时业绩承诺方获得的

孳生股份数。 

六、业绩补偿方案具体计算过程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目标公司截至业绩补偿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

－目标公司截至业绩补偿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各年的

净利润承诺数总和×业绩承诺方所持标的股份价格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99,750,000 元-84,193,963.31 元）÷99,750,000

元×18348 万元=28,613,750.49 元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量=28,613,750.49元÷15.41元/股=1,856,830股 

王刚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应补偿股份数量=1,856,830 股×30.4737%÷

（30.4737%+13.2494%）=1,294,155 股 

叶泉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应补偿股份数量=1,856,830 股×13.2494%÷

（30.4737%+13.2494%）=562,675 股 

七、应补偿股份及实施方案 

在王刚、叶泉取得公司发行股份后的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公司未发生现金分

红，也未发生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具体实施方案为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回购王刚、叶泉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856,830 股（锁定期限为 36

个月限售股），并予以注销，其中回购王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294,155 股、回

购叶泉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62,675 股。回购股份具体安排如下： 

 



序

号 

交易

对方 

股份支付数量

（股） 
锁定期限 

持股数量

（股） 

回购股数

（股） 

回购后剩余

股数（股） 

1 
王刚 

829,850 
12 个月 

（现已解除限售） 
414,950 0 414,950 

829,850 
24 个月 

（限售股） 
829,850 0 829,850 

6,638,807 
36 个月 

（限售股） 
6,638,807 1,294,155 5,344,652 

小计 8,298,507 — 7,883,607 1,294,155 6,589,452 

2 
叶泉 

360,804 
12 个月 

（现已解除限售） 
180,404 0 180,404 

360,804 
24 个月 

（限售股） 
360,804 0 360,804 

2,886,438 
36 个月 

（限售股） 
2,886,438 562,675 2,323,763 

小计 3,608,046 — 3,427,646 562,675 2,864,971 

 

八、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交易对手方未完成业绩承诺实施补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2019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交易对手方未完成业绩承诺实施补偿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及工商变更等相关

事项的议案》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的公告。 

九、本次业绩补偿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照规定办理了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

手续，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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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11,908,816 3.92 -1,856,830 10,051,986 3.33 

1、首发后限售

股 

10,715,899 3.53 -1,856,830 8,859,069 2.93 

2、高管锁定股 1,192,917 0.39 0 1,192,917 0.40 

二、无限售流通

股 

292,013,370 96.08 0 292,013,370 96.67 

三、股份总数 303,922,186 100.00 -1,856,830 302,065,356 100.00 

十一、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调整情况 

 2018 年度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0.04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0.04 

 

特此公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