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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作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克科技”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沈琦、沈馥、赖

明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灏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农银二号无锡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科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美特”）

合计 90%的股权，以及江苏华泰瑞联并购基金（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毓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曼睩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农

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夷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先科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先科”）合计 84.8250%的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其中，江苏

先科未进行业绩承诺），同时作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李文、敖洲、徐子英、郑杰英和华飞投资合法持有的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飞电子”）合计 100%的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等规定的

要求对沈琦、沈馥和赖明贵 3 名交易对方做出的关于科美特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同时对李文等 4 名交易对方做出的关于华飞电子 2018 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东兴证券发表意见如下： 

一、科美特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概述 

上市公司与沈琦、沈馥、赖明贵等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科美

特对科美特的业绩承诺事项进行了约定。 

赖明贵的业绩承诺为：科美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

利润具体为 2017 年不低于 10,000 万元、2017 年与 2018 年之和不低于 21,600 万

http://www.baidu.com/link?url=eZY2WYDtvUps8g-vdmxJUbF9-RD1vC29Pun4UF4WJQ-WgdYE6Ztl1Qz2xfG0tnz_MD5RkXL5E89iav-WZa30RLczQc84gpbMuNi1PJEsDzXNBCUEPVT82JxkoXNJ9oA5G5rfr2BmG_AT9fEu_DD8b7QTp0GR5j7jBlPopV-7Ir6QEyj6NzxBaV3mObmq03owzf1OnfYrGaHeqoNaGXl0IHOnszAVxkBfqwKXPx10I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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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7 年和 2018 年及 2019 年三年之和不低于 36,000 万元。上述净利润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沈琦、沈馥的业绩承诺为：科美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实

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具体为 2017 年不低于 10,000 万元、2017 年与 2018 年之和

不低于 21,600 万元、2017 年和 2018 年及 2019 年三年之和不低于 36,000 万元，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四年之和不低于 53,610 万元。上述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二）业绩预测补偿的主要条款 

根据上市公司与沈琦、沈馥、赖明贵等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科美特约定，交易对方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1、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束后科美特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

项审计报告，以确定在上述承诺期内科美特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2、赖明贵的补偿义务 

业绩承诺期内，若科美特截至当年累积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年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赖明贵应补偿金额等于截至当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减截至

当年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减已补偿的金额。业绩承诺期内任一财务年度科美特完成

的超过当年业绩承诺部分的净利润可转至到下一财务年度净利润合并计算。赖明

贵优先以自身名义开立并受上市公司监管的共管帐户中的现金进行补偿，不足部

分以自筹资金补足。 

3、沈琦、沈馥的补偿义务 

（1）利润补偿方式 

在承诺期内，如果科美特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除赖

明贵依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8.2 条应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外，上市公

司有权要求沈琦、沈馥合计应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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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沈琦、沈馥就前述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年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

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沈琦、沈馥优先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不足的，不足

部分应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若上市公司实施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沈琦、沈馥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地调整为：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

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的，因沈琦、沈馥应将当年已补偿

股份所获得的现金分配金额随补偿股份一并向上市公司予以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已补偿股份数量。 

（2）补偿上限 

沈琦、沈馥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沈琦、沈馥转让科美特

股权所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及因上市公司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而获得

的股份（如有）。 

（3）减值补偿 

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由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在不晚于上市公司前一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1 个月内对科美特资产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科美特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补偿期间内各补偿

义务人已支付的补偿金额的，则沈琦、沈馥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科美特资产期末减值额×90%–业绩承诺期内赖明贵依

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8.2 条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额–业绩承诺期内沈琦、

沈馥依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8.3.1 条已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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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应补偿股份数=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减值补偿应

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内实施现金股利分配的，则减值

补偿应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税后）应对上市公司作相应返还。 

沈琦、沈馥在本次交易项下承担利润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的累积补偿金

额，不超过其各自获得的交易对价（含沈琦、沈馥因股份对价获得的股票，实施

送股、转增或股利分配而取得的股票，以及利润分配取得的现金股利（税后））。 

沈琦、沈馥之间对各自应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科美特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科美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经审计的科美特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实现

数为 11,843.36 万元。 

科美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经审计的科美特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实现数为 12,858.8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业绩承诺数 实现数 差异额 业绩承诺实现率 

2017 年度 10,000.00 11,843.36 1,843.36 118.43% 

2017-2018 年度累计 21,600.00 24,702.17 3,102.17 114.36% 

注：实现数是指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差异额=实现

数-业绩承诺数，为正说明实现数大于业绩承诺数。 

科美特 2017-2018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为 24,702.17 万元，高于 2017-2018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21,600 万元。 

（四）东兴证券对科美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通过与科美特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雅克科技与交易

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科美特等协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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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科美特 2017-2018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大于 2017-2018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2017-2018 年的业绩承诺已实现。 

 

二、华飞电子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盈利承诺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与李文、敖洲、徐子英、华飞投资（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

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承诺：华飞电子 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实现的经上市公司指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00 万元、1,700 万元、

2,200 万元。 

（二）盈利预测补偿的主要条款 

根据上市公司与李文、敖洲、徐子英、华飞投资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交易对方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1、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期分别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与 2018 年度，承诺华

飞电子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与 2018 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

币 1,200 万元、1,700 万元与 2,200 万元，即三年累计不低于 5,100 万元。上述净

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2、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束后华飞电子实际实现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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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确定在上述承诺期内华飞电子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3、补偿义务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在承诺期内，如果华飞电子当年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则上市公司有权要求补偿义务人按照以下

公式计算应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截至当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已补偿的金额。 

（1）补偿顺序 

在承诺期内，如果华飞电子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承诺的净利润的 90%

（含），则补偿义务人可选择优先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股份方式进

行补偿。 

即：应补偿金额=现金方式补偿金额+股份方式补偿金额（现金补偿不足时） 

在承诺期内，如果华飞电子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的净利润的 90%，

则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即：应补偿金额=股份方式补偿金额+现金方式补偿金额（股份补偿不足时） 

（2）股份补偿 

如果在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内，补偿义务人如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由

上市公司在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后以 1 元回购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上市公司在每年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发

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前述回购事项。各补偿义务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

数量计算方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发行股份价格。 

假如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上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华飞电子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的累计补偿金额不能超过约定的累计补偿上限，累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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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上限为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减去因本次交易产生的所得税费再减去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华飞电子的股东权益。 

假如补偿义务人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具体回

购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未完成业绩承诺年度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退还

上市公司。 

（三）华飞电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华飞电子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经审计的华飞电子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2,234.40 万元，高于华飞电子补偿义务人承诺的华飞电子 2017 年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0.00 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105.89%。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单位 业绩承诺数 实现数 差异额 业绩承诺实现率 

2016 年度 华飞电子 1,200.00 1,332.24 132.24 111.02% 

2017 年度 华飞电子 1,700.00 1,833.99 133.99 107.88% 

2018 年度 华飞电子 2,200.00 2,234.40 34.40 101.56% 

累计数 5,100.00 5,400.63 300.63 105.89% 

注：实现数是指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差异额=实现

数—业绩承诺数，为正说明实现数大于业绩承诺数。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截至 2018 年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大于截至 2018 年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四）东兴证券对华飞电子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通过与华飞电子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雅克科技与交

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协议，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华飞电子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对上述业绩承诺

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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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飞电子截至2018年度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大于截至 2018年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2018 年的业绩承诺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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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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