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2530                 公告编号：2019-043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回购及注销部分业绩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共涉及 3 名股东，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计 1,604,396

股，上述回购股份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785,186,964 股的 0.20%。 

2、本次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注销手续。 

一、本次业绩补偿具体方案 

根据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 7 月 16 日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丰东热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向徐正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334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即

“标的公司”）股东徐正军发行 80,126,857 股、向股东王金根发行 34,069,687 股、

向股东北京众诚方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10,331,948 股、向股东深圳市金蝶

软件配套用品有限公司发行 6,309,201 股、向股东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发行 5,938,220 股、向股东广州西域洪昌互联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 5,938,220 股、向股东曹锋发行 3,785,520 股、向股东邓国庭发行 1,892,760

股，购买其所持有的方欣科技 100%的股权。 

截至 2016 年 10 月 20 日止，方欣科技原股东所持有的方欣科技 100%的股权已

完成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方欣科技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2016 年 11 月，

本次重组涉及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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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人（徐正军、王金根、曹锋、邓国庭）承诺方欣科技于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分别不低于 12,000 万元、16,800 万元、23,500 万元。经

各方共同协商，确认上述承诺净利润应为扣除上市公司配套募集资金所带来的效益

对标的公司每年净利润的影响数额后的净利润。 

（二）低于承诺净利润的补偿安排 

如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

人应向上市公司足额补偿，具体为首先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进行补偿，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上市

公司的，则该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1、补偿义务人的股份补偿 

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总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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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徐正军需补偿的金额=按上述计算的每年需补偿的总金额×徐正军、深圳金蝶、

北京众诚、苏州松禾及广州西域合计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王金根、曹锋、邓国庭各自需补偿的金额=按上述计算的每年需补偿的总金额×

各自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度需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1）任何一年计算的补偿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补偿义务人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2）如丰东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

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确定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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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偿义务人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期间内已获得的对应现

金股利部分一并补偿给丰东股份； 

（4）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

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1股的剩余对价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支付； 

（5）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各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其届时持有的

股份数量时，即当年股份不足补偿的，则差额部分由相关股份不足补偿的补偿义务

人以现金形式补偿。 

2、补偿义务人的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间的各年度，无论因何种原因，导致任一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相关补偿义务人应就其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对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相关补偿义务人现金补偿金额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相关股份不足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以现金补偿的金额=相关补偿义务人

当年度需补偿金额－相关补偿义务人当年度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对标的公司做减值测试，并由具有从事证券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减值测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业绩承诺

期届满时标的资产的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数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补

偿现金数额），则补偿义务人还需另行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标的资产的减值额为

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

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的影响。 

需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

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本次发行价格。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则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进行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将于业绩承诺期期限届满年年度报告（指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30

个工作日内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如触发减值补偿条件，补偿义务人应于减值

测试报告正式出具后30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为首先补偿义务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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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该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进行

补偿。补偿义务人各自需补偿股份数量、现金金额的计算方式与业绩承诺中计算方

式相同。 

补偿义务人承诺并同意，补偿义务人承担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

不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为限。 

（四）补偿的实施 

若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须向

上市公司补偿股份的，在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由上市公司董

事会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计算确定补偿义务

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并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协助上市公司通知登记

结算公司，将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继续锁定，锁定期间，补偿义务人对该

部分被锁定的股份放弃表决权及股利分配的权利。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公告后两个

月内就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进行审议，并提议召开股

东大会，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并完成回购股份的注销工作。在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通过该等回购事项的决议后30日内，上市公司将以总价1元的价格定向回

购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期内应补偿的全部股份数量并一并予以注销。 

二、本次触发业绩补偿条款的相关情况 

1、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方欣科技 2018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25,673.32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24,559.16 万元，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592.83 万

元，2018 年度募集资金占用利息及存放利息为 2,027.4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

资金占用利息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1,938.85 万元，完成 2018 年度

业绩承诺的 93.36%。上述业绩承诺实现结果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于 2019 年 4 月 8 日出具众会字（2019）377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以前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方欣科技 2016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12,252.79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271.45 万元，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1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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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127.50 万元，完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的 101.06%。上述业绩承诺实现结果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出具众会字（2017）0868 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方欣科技 2017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18,084.98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004.17 万元，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440.40

万元，2017 年度募集资金占用利息及存放利息为 649.3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

资金占用利息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914.47 万元，完成 2017 年度

业绩承诺的 100.68%。上述业绩承诺实现结果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出具众会字（2018）258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3、实际完成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异情况 

年度 实现业绩（万元） 承诺业绩（万元） 完成率 

2016 12,127.50 12,000.00 101.06% 

2017 16,914.47 16,800.00 100.68% 

2018 21,938.85 23,500.00 93.36% 

合计 50,980.82 52,300.00 97.48% 

三、本次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 

方欣科技 2016~2018 年度实际完成业绩 50,980.82 万元，较承诺业绩 52,300 万元

差额为-1,319.18 万元，完成率为 97.48%。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补偿义务人合计需补偿金额为 4,540.2517 万元，补偿义务人各自需

补偿的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补偿 

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数量 

（股） 

应补偿现金（元） 

不足 1 股的 

剩余对价 

应补偿股份对应 

的现金股利 

现金补偿 

小计 

1 徐正军 4,384,393 3.38 137,012.28 137,015.66 

2 王金根 1,375,026 2.08 42,969.56 42,971.64 

3 曹  锋 152,714 1.18 4,772.31 4,773.49 

4 邓国庭 76,656 3.92 2,395.50 2,399.42 

合计 5,988,789 10.56 187,149.65 187,160.21 

注：上表中“需补偿股份数量”按照精确至“分”的“需补偿金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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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拟定向购回徐正军、王金根、曹锋、邓国庭 2018 年度合计应补偿股份

5,988,789 股，同时上述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补偿现金合计 187,160.21 元（含补偿股

份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部分及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股利）。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收到补偿义务人徐正军先生支付的现金补偿款（含补偿股份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

部分及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股利，下同）137,015.66 元，王金根先生支付的现金补

偿款 42,971.64 元，曹锋先生支付的现金补偿款 4,773.49 元，以及邓国庭先生支付的

现金补偿款 2,399.42 元。以上合计现金补偿金额为 187,160.21 元，已足额支付到位。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经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实施情况 

1、股份回购的主要内容 

回购股份目的：履行补偿义务人重大资产重组承诺，股份回购注销。 

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1 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数量：1,604,396 股（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涉及 3 名股东）。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期限：股东大会通过该等回购事项的决议后 30 日内。 

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财

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实施结果 

公司已完成上述补偿股份 1,604,396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同时公司将督促相关补

偿义务人尽快完成剩余需补偿股份 4,384,393 股的回购及注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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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之后，公司总股本由 785,186,964 股减少至 783,582,568 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11,490,657 52.41% -1,604,396 409,886,261 52.31% 

高管锁定股 12,821,736 1.63%  12,821,736 1.64% 

首发后限售股 398,668,921 50.77% -1,604,396 397,064,525 50.6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73,696,307 47.59%  373,696,307 47.69% 

三、股份总数 785,186,964 100.00% -1,604,396 783,582,568 1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

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项目 
对应总股本 

（股） 

2018 年度 

每股收益（元） 

2019 年上半年度 

每股收益（元）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

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785,186,964 0.3707 0.1055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

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783,582,568 0.3714 0.1057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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