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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青岛金王应用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332 号，现就函

中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2016 年 2 月，你公司向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韩亚”）100%

的股权，向蔡燕芬、朱裕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月沣化妆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月沣”）40%的股权，并与相关方签订《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9 年 7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业绩承诺涉及补偿事项方案的公告》称，因广

州韩亚未完成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应分别

以现金方式补偿 553.62 万元、461.26 万元、276.81 万元，且张立海、

张立堂、张利权承诺对上述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上海月沣未完

成 2018 年度承诺业绩，蔡燕芬应现金补偿 1,430 万元，返还现金分

红 10.75 万元，回购注销你公司股份 1,075,344 股，朱裕宝应现金补

偿 770 万元，返还现金分红 5.79 万元，回购注销你公司股份 57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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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且蔡燕芬、朱裕宝承诺对上述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1、请说明截至目前补偿事项的履行进展情况，相关责任方是否

按照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如否，请说明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勤勉尽责，积极督促相

关责任方履行补偿义务。 

答复：截至本函回函日相关责任方尚未履行补偿义务。 

2019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业绩承诺涉及补偿事项方案的公告》, 因广州韩亚

未完成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应分别以现金

方式补偿 553.62 万元、461.26 万元、276.81 万元，且张立海、张立

堂、张利权承诺对上述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上海月沣未完成

2018 年度承诺业绩，蔡燕芬应现金补偿 1,430 万元，返还现金分红

10.75 万元，公司回购注销股份 1,075,344 股，朱裕宝应现金补偿 770

万元，返还现金分红 5.79 万元，公司回购注销股份 579,031 股。2019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方案。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

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因涉及回购注销股份，导致公司注册

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

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之后方可办理



股份回购注销事宜。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司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广州韩亚原股东张立

海、张立堂、张利权发送了《补偿义务告知函》，正式通知广州韩亚

原股东应于青岛金王相关股东大会召开后 30 日内，按照依补偿协议

有关约定测算的应补偿金额支付相应的现金补偿款。经沟通，广州韩

亚原股东张立海、张立堂回函称同意履行补偿义务，并承诺在公司相

关股东大会召开后 30 日内支付，但无论何种情形发生，最迟不迟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公司支付补偿款，如未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向公司支付补偿款，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每逾期一日承担现金

补偿款未支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直至其向公司付清全部现

金补偿款为止，逾期十日的，则视为严重违约，其除继续承担每日逾

期滞纳金外，其自愿再向公司另行支付现金补偿款未支付金额 30%

的违约金。 

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向上海月沣原股东蔡燕芬、朱裕宝发送

了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函。之后蔡燕芬、朱裕宝致电公司同意

按照《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蔡燕芬、朱裕宝之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公司

将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之后办理股份回购注销事宜，蔡燕芬、朱裕

宝近期正在与公司协商现金补偿部分的具体补偿时间，蔡燕芬、朱裕

宝表示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密切关注广州韩亚原股东及上海

月沣原股东业绩补偿进展，也通过多种方式督促相关当事人履行补偿



义务。 

2、请说明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承诺对相关补偿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的具体含义，若其中一方未履行补偿义务，你公司是否有权要

求其他方履行补偿义务。 

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

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

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

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

者当事人约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债权人或

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

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

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

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因此，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承诺对相关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意味着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都负有清偿全部业绩补偿款的义

务，若其中一方未履行补偿义务，公司有权要求其他方履行补偿义务。 

3、请说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履行期

限及违约条款的相关约定，如未约定，请说明原因。 

答复：根据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交

易的业绩补偿约定如下： 



（1）广州韩亚补偿方式 

序号 补偿事项 履行期限 违约条款 

1 

对于当年差额比率小于

等于 10%的部分，该部

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未进行明确约定 

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的，守约方有权要

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 

前述当年差额比率大于

10%的部分，该部分以退

回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

补偿 

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由青岛金王按照 1 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张立海、

张立堂和张利权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若

张立海、张立堂和张利权应进行股份补偿但该等股份尚在张立海、张立堂

和张利权承诺的锁定期内，则青岛金王应于锁定期届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

成注销手续；如经股东大会审议未能通过，将由张立海、张立堂和张利权

将应补偿股份赠送给青岛金王该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张立

海、张立堂和张利权外的其他股东。 

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的，守约方有权要

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3 

认购股份总数不足补偿

的，由张立海、张立堂

和张利权以现金补偿 

青岛金王发出书面补偿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每逾期一日应当承担未支付金额每日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履行期限不

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公司虽未与张立海、

张立堂和张利权就当年差额比率小于等于 10%的部分约定履行期限，但公司可随

时要求张立海、张立堂和张利权履行补偿义务。 

（2）上海月沣补偿方式 

序

号 
补偿事项 履行期限 违约条款 

1 

对于当年差额比率小于

等于 10%的部分，该部分

以现金方式补偿 

未进行明确约定 

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本协议

项下的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

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

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 

前述当年差额比率大于

10%的部分，该部分以退

回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

补偿 

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由青岛金王按照 1 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蔡燕芬和朱

裕宝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若蔡燕芬和朱裕宝

应进行股份补偿但该等股份尚在蔡燕芬和朱裕宝承诺的锁定期内，则青岛金王

应于锁定期届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注销手续；如经股东大会审议未能通过，

将由蔡燕芬和朱裕宝将应补偿股份赠送给青岛金王该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除蔡燕芬和朱裕宝外的其他股东。 

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本协议

项下的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

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

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3 

认购股份总数不足补偿

的，由蔡燕芬和朱裕宝

以现金补偿。 

青岛金王发出书面补偿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每逾期一日应当承担未支付金额

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履行期限不

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公司虽未与蔡燕芬



和朱裕宝就当年差额比率小于等于 10%的部分约定履行期限，但公司可随时要求

蔡燕芬和朱裕宝履行补偿义务。 

综上，除已披露的情形外，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已

就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履行期限及违约条款进行约定。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