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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控股”或“公司”）2017 年度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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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对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深圳市天

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锦”）关于收益法评估资产所做出

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盈利预测及补偿承诺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天富锦拟对标的资产的相关盈利情况进行了承诺，并

与上市公司签署了《盈利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相关安排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为标的资产交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

度（含标的股权交割日当年），即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2、业绩承诺数额 

天富锦承诺收益法评估资产易天新动、易天数码、北界创想、北界无限、深

圳穗彩、北京穗彩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乘以天音通信持股比例后的合

计数分别不低于 15,824.88 万元、23,172.76 万元、30,580.34 万元。承诺中涉及的

净利润，指上述收益法评估资产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且不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 

如天音通信在业绩承诺期内转让收益法评估资产中某子公司的股权，则转让

当年及业绩承诺期的剩余年度计算当年应补偿金额时，按照下列盈利预测数终止

相应子公司的业绩承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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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评估资产 2017 年盈利预测数 2018 年盈利预测数 2019 年盈利预测数 

易天新动 1,564.74 4,455.27 5,569.44 

易天数码 831.83 999.91 1,115.31 

北界创想 -1,299.58 912.96 4,306.79 

北界无限 44.42 300.24 611.49 

深圳穗彩 13,758.93 16,152.66 17,062.23 

北京穗彩 312.13 351.72 369.88 

注：上述各子公司的盈利预测数已经乘以天音通信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 

如该子公司对外转让的价格低于其本次交易的评估值和截至当期期末预测

利润之和，则不足部分由天富锦按本次交易前持有该子公司权益的比例对上市公

司以股份进行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

量并非整数时，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3、实际利润数与承诺利润数差异的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收益法评估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小于截至当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由天富锦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当年应

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为：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收益法评估资产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

期期末收益法评估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收益法评估资产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

诺净利润总和×收益法评估资产本次重组对价－已补偿金额。 

由于收益法评估资产未进行单独作价，因此以收益法评估资产在本次评估中

的收益法评估值×30%替代交易作价。 

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的具体方式优先为股份补偿，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

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

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补偿期限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天富锦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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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发生补偿时，天富锦持有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计算

公式为：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实际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价格。 

同时，根据协议约定，如发生股份补偿，则该部分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天

富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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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获得的税后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4、股份回购并注销或赠与程序 

在发生股份补偿时，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由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计算天富锦应补偿

的股份数量，并将天富锦持有的该等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

指定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也不享有股利分配

权。 

每年度在确定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两个月内就

锁定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该等事宜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上市公司将在十日内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户中存放的全部锁定股份

并予以注销；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股份回购议案，则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后十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天富锦，天富锦应在接到通知后五个交易日

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该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

册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

除天富锦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份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二、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CAC 证专字[2018]0137 号），本次交易中收益

法评估资产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 差异数 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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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 差异数 完成率 

2017 年度 15,824.88 15.840.75 15.87 100.10% 

三、2018 年度业绩承诺调整情况 

2018 年 12 月 18 日，天音控股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天音通信出售易天新动 51%股权相关事项，交易对方为北京尘寰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尘寰科技”）和深圳市秉瑞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秉瑞信科

技”），股权转让价格为 2.88 亿元，尘寰科技和秉瑞信科技各受让易天新动 25.5%

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与天富锦签署的《盈利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

定，如果易天新动对外转让的价格低于其 2017 年重组中的评估值和截至 2018

年末预测利润之和，则不足部分由天富锦按 2017 年重组前持有易天新动权益的

比例对上市公司以股份进行补偿。 

经核查，上市公司 2017 年重组中对易天新动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36,837.20

万元，对易天新动 2017 年、2018 年业绩承诺金额分别为 1,564.74 万元、4,455.27

万元，易天新动 2017 年重组中的评估值和截至 2018 年末预测利润之和共计

42,857.21 万元，因此本次转让的 51%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21,857.18 万元，低于转

让作价 2.88 亿元。综上，天富锦无需因此转让事项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天音通信持有易天新动 49%股权，不再拥有控制权，

上市公司与天富锦协商后同意终止对易天新动的业绩承诺，由此调整后的业绩承

诺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原业绩承诺金额 15,824.88 23,172.76 30,580.34 

其中易天新动业绩承诺金额 1,564.74 4,455.27 5,569.44 

调整后业绩承诺金额 15,824.88 18,717.49 25,010.90 

注：上述业绩承诺金额已经乘以天音通信在各收益法评估资产的持股比例。 

四、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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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本次交易中收益法评估资产 2018 年度实现净利

润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 差异数 完成率 

2018 年度 18,717.49 12,809.94 -5,907.55 68.44% 

四、2018 年度承诺业绩未完成的原因分析 

天音控股业绩承诺主体 2018 年实现净利润较承诺净利润的差异为-5,907.55

万元，其中从事彩票业务的深圳穗彩、从事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北界创想实现净利

润较承诺净利润的差异为-3,659.57 万元、-2,130.08 万元。 

彩票业务方面，2018 年财政部等部门出台了关于治理互联网彩票销售的第

105 号公告，彩票行业监管环境进一步趋严，虽然各地福彩、体彩中心在积极推

进彩票销售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开展，但受行业整顿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彩票业务

板块（包括涉及业绩承诺的主体深圳穗彩、北京穗彩）当年部分项目推迟签约、

整体业务收入同比减少、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此外，各地福彩、体彩中心对销

售终端、彩票游戏设计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对此公司于 2018 年进一步引进

研发人员、增加办事机构，相应的费用同步增加。从目前的市场空间来看，2018

年全国彩票总销售额为 5,114.72 亿元，同比增长率达 19.9%，彩民参与重大体育

赛事竞猜及日常购彩的需求旺盛。公司 2018 年未签约的部分彩票项目仍在积极

推进，预计 2019 年可落地实施。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省份推广社会化彩票销售

渠道，市场对彩票销售终端设备、智慧投注站项目的需求会进一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方面，北界创想主要以欧朋浏览器产品为基础，为智能手机用户

提供网页浏览、图文资讯服务，并形成了欧朋商业平台与众多广告主及代理商建

立合作关系。2018 年，该公司进一步聚焦内容和自媒体建设，完善自身商业化

体系，移动广告业务发展迅速，新增了大量移动广告的分发渠道，媒体覆盖和变

现效果有明显提升，当年度收入同比增长 173.87%。市场推广力度增强的同时，

该公司 2018 年销售费用也同比大幅增长，因此整体利润水平未随收入规模同步

增长。但是，内容的完善、广告渠道的积累，为该类业务的长期发展打下了一定

的基础，有助于该公司未来以更低的支出实现更高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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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补偿股份数量计算 

天音控股业绩承诺及其 2017 年、2018 年实现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期 2017 年 2018 年 截至 2018 年合计 2019 年 截至 2019 年合计 

业绩承诺金额 15,824.88 18,717.49 34,542.37（A） 25,010.90 59,553.27（C） 

业绩实现金额 15,840.75 12,809.94 28,650.69（B） - - 

本次交易作价中，各收益法评估资产评估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业绩承诺期 公司整体评估值 天音通信持股比例 天音通信所持股权评估值 

易天数码 86,361,647.89 55.00% 47,498,906.34 

北界创想 421,095,917.72 70.91% 298,599,115.26 

北界无限 116,795,102.45 70.91% 82,819,407.15 

深圳穗彩 1,748,230,066.79 100.00% 1,748,230,066.79 

北京穗彩 52,360,664.40 52.00% 27,227,545.49 

合计 - - 2,204,375,041.03 

天音通信 30%股权

对应的评估值 
- - 661,312,512.31（D） 

根据《盈利及减值测试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天富锦 2018 年应补偿金

额＝（A-B）÷C×D＝65,424,479.67 元，应补偿股份数量＝65,424,479.67÷10.55

＝6,201,372 股（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2、分红收益返还计算 

天音控股 2017 年度的分红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60,924,549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200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该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

日为 2018 年 6 月 1 日。 

鉴于天富锦为公司法人股东，上市公司上述分红方案实施时，不代扣代缴所

得税，因此天富锦应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为 136,430.18

元，应由天富锦向天音控股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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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补偿股份及分红收益返还方案的审议情况 

天音控股已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2018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股份补偿方案的议案》，并将提

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鉴于易天数码、北界创想、北界无限、深圳

穗彩、北京穗彩等收益法评估资产 2018 年业绩完成情况未达业绩承诺，天富锦

共需向天音控股补偿 6,201,372 股股份并返还分红收益 136,430.18 元。天音控股

董事会已审议通过补偿股份及赠送分红收益相关事项，尚需将天富锦持有的相应

数量股份划转至专门账户进行锁定，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确定补偿股份的后续处

置方式。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爱亮  裴文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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