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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作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科技”、“公司”、“上市公司”）2017 年度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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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湖南雅城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雅城”）的利润补偿义务人李智军、江门

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股份”）、长沙臻泰新能源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红根、广州泓科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泓科投资”）、张大星、孙资光、廖扬青等 9 名原股东（以

下简称 “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做出的关于湖南雅城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江苏鹏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鹏创”）的利润补偿义务人

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等 5 名原股东（以下简称“江苏鹏创业

绩承诺方”）做出的关于江苏鹏创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一）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合纵科技与李智军等 31 名原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承诺： 

湖南雅城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14

万元、5,152 万元和 6,629 万元。 

湖南雅城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湖南雅城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否则，

承诺期内，未经上市公司同意，不得改变湖南雅城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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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

机构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并

扣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雅城年产 20000 吨电池

用磷酸铁项目”所产生的影响； 

4、以下费用不计算为湖南雅城的费用：由于会计上确认企业合并而导致的

相关的折旧、摊销和减值。 

（二）江苏鹏创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合纵科技与毛科娟等 5 名原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江苏鹏创业绩承诺方承诺： 

江苏鹏创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计

不低于 6,715 万元。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和刘骐玮以各自获得的本次

交易对价为限承担江苏鹏创全部承诺业绩的补偿责任。 

江苏鹏创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1、江苏鹏创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否则，

承诺期内，未经江苏鹏创股东同意，不得改变江苏鹏创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

机构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承

诺期内，如存在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江苏鹏创进行资金投入的情形，则承诺净

利润为江苏鹏创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剔除上市公司投入资金的资金成本（参考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之后的金额； 

4、以下费用不计算为江苏鹏创的费用：由于会计上确认企业合并而导致的

相关的折旧、摊销和减值。 

二、业绩补偿安排 

（一）湖南雅城业绩补偿安排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各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湖南雅城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当湖南雅城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2016 年承诺净利润时，湖南雅城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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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在 2016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合纵

科技支付补偿；当湖南雅城 2017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2017 年承诺净利润的 90%

时，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应在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合纵科技支付补偿；当湖南雅城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2018 年承诺净利润的 85%时，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应在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合纵科技支付补偿。 

1、业绩承诺补偿上限 

业绩承诺补偿上限为下述交易对方获得的交易对价之和：李智军、谢红根、

孙资光、廖扬青所获得的全部对价，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泓科投资

和张大星所获得的全部对价的 50%；合计 282,556,795 元，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对价（元） 补偿上限（元） 

1 李智军 130,715,712 130,715,712 

2 科恒股份 101,379,642 50,689,821 

3 臻泰新能源 97,624,843 48,812,422 

4 傅文伟 32,103,554 16,051,777 

5 谢红根 18,281,918 18,281,918 

6 泓科投资 11,264,404 5,632,202 

7 张大星 10,701,185 5,350,592 

8 孙资光 6,855,719 6,855,719 

9 廖扬青 166,632 166,632 

 合计 409,093,610 282,556,795 

2、业绩承诺方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红根、泓科投

资、张大星、孙资光、廖扬青按如下补偿比例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 

序号 股东名称 
参与业绩承诺补偿的股

权比例（A） 

补偿比例 

（B） 

1 李智军 22.38% 44.30% 

2 科恒股份 9.54% 18.88% 

3 臻泰新能源 9.18% 18.18% 

4 傅文伟 3.02% 5.98% 

5 谢红根 3.13% 6.20% 

6 泓科投资 1.06% 2.10% 

7 张大星 1.01% 1.99% 

8 孙资光 1.17% 2.32% 

9 廖扬青 0.0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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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交易对方的补偿比例（B）＝其参与业绩承诺补偿的股权比例（A）÷参与业绩

承诺补偿的股权比例总额（C） 

2、各期应补偿的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承诺期初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承诺期初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业绩承诺补偿上限－

已补偿金额。 

3、补偿方式 

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首先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作补偿，股份不足部分用

现金补偿。 

4、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四个月内，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湖南雅城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湖南雅城

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承诺期内已

补偿现金，则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应在业绩承诺补偿上限范围内对上市公司另行

补偿。补偿时，先以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以其自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在其各自承

诺补偿范围内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因标的股权减值应补偿

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为（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

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与（业绩承诺补偿上限－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

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孰低。 

（二）江苏鹏创业绩补偿安排 

江苏鹏创业绩承诺方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和刘骐玮以各自获得的

本次交易对价为限承担江苏鹏创全部承诺业绩的补偿责任。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在业绩承诺期内，江苏鹏创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

诺净利润的95%，江苏鹏创业绩承诺方将优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进行补

偿，如还有不足部分由其自筹现金补偿。 

在业绩承诺年度届满后，由合纵科技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江苏鹏创进行减值测试，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期末减值额大

于业绩承诺年度内累计已补偿金额，则江苏鹏创业绩承诺方应在各自获取的交易

对价为上限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合计 50.52%（C）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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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额完成业绩承诺奖励安排 

（一）湖南雅城业绩奖励 

当湖南雅城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总额高于业绩承诺净利润的105%

时，将超出承诺净利润部分以现金的方式对湖南雅城管理层及骨干进行业绩奖

励，业绩奖励的金额为[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扣除“湖南雅城年产20,000吨电池用磷酸铁项目”所产生的影响）－业绩承

诺净利润]×35%，且不超过1亿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上述奖励不得超过湖南雅城100%股权本次交易价

格的20%。如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的，则从其规定。 

上述奖励在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在

指定媒体披露后30个工作日内，湖南雅城董事会将确定奖励的具体人员范围、具

体分配方案和分配时间等情况报上市公司备案。 

（二）江苏鹏创业绩奖励 

当江苏鹏创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总额高于业绩承诺净利润的105%

时，将超出承诺净利润部分以现金的方式对江苏鹏创管理层及骨干员工进行业绩

奖励，业绩奖励的金额为（承诺期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承诺

期承诺净利润）×35%，且不超过3,760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上述奖励不得超过江苏鹏创100%股权本次交易价

格的20%。如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的，则从其规定。 

上述奖励在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在

指定媒体披露后30个工作日内，江苏鹏创董事会将确定奖励的具体人员范围、具

体分配方案和分配时间等情况报上市公司备案。 

四、湖南雅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一）湖南雅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出

具的关于湖南雅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审计报告，湖南雅城

2016至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817.01

万元、9,100.47万元、3,935.35万元，完成比例分别为100.08%、176.64%、59.37%；

业绩承诺期内合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8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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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比例为108.07%。 

湖南雅城2016及2017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2018年度完成比例低于承诺净利

润的85%，但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高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零。 

（二）湖南雅城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信大华”）对因

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湖南雅城截至2018年12月31日涉及的商誉资产组进行了评

估。根据卓信大华出具的卓信大华咨报字（2019）第8405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报告所载湖南雅城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在2018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价值为

100,320.15万元。 

本次对标的资产的估值以湖南雅城全部可辨认的经营性资产、负债的可收回

金额为基础，加上非经营性资产价值、长期投资价值，减去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有息债务计算得出，具体过程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可辨认的经营性资产、负债可收回金额 100,320.15 

加：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31,201.35 

减：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33,455.78 

加：长期投资价值 -117.22 

减：有息债务 33,118.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价值 64,829.75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湖南雅城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减值测试的专项审

核报告》（天职业字[2019] 20515号），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置入湖南雅城100.00%股东权益评估值64,829.75万元，调整承诺期限内股东增

资影响金额4,650.00万元后，为60,179.75万元，对比交易价格53,200.00万元，未

发生减值。 

（三）湖南雅城业绩承诺奖励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湖南雅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湖南

雅城业绩承诺期内合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852.83万元，完成比例为108.07%，已达到超额完成业绩承诺并进行业绩奖励

的条件。 

2019年4月16日，湖南雅城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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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参与合纵科技并购湖南雅城业绩奖励人员范围的议案》，确定本次业绩奖励

人员包括李智军、谢红根、孙资光等6名。 

2019年4月17日，上述奖励人员全部向公司出具承诺，确认单方面放弃上述

奖励，以支持湖南雅城未来的发展。 

五、江苏鹏创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以及

审计报告，江苏鹏创业绩承诺为2016年度至2019年度合并计算，2016至2018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182.57万元、1,328.43

万元、1,684.19万元，2016至2018年度已完成比例为62.47%，江苏鹏创交易对方

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触发。 

六、湖南雅城 2018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湖南雅城2018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包括： 

湖南雅城原主要客户三星SDI因自身业务调整，对于四氧化三钴的需求由直

接对外采购变化为采购钴中间品后自主加工，导致湖南雅城与三星SDI的合作规

模缩减；同时，受国内其他钴酸锂生产客户认证周期过长的影响，湖南雅城的四

氧化三钴产品销售情况未能达到预计水平。 

受2018年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影响，包括湖南雅城磷酸铁产品客户在内

的电池材料企业均处于技术调整及对产品进行性能升级的阶段，湖南雅城为应对

客户对于产品更高的要求，正积极研发高压实磷酸铁产品。受制于研发项目的开

展需要时间，而本年客户采购需求大幅减少，湖南雅城的磷酸铁产品销售情况亦

未能达到预计水平。 

七、针对业绩承诺所做的风险提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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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在重组报告书、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中做出了“重大风险提示”，披露了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

险，具体内容如下： 

“（一）湖南雅城业绩承诺补偿的相关风险 

根据公司与湖南雅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红根、泓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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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星、孙资光、廖扬青承诺湖南雅城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扣除“湖南雅城年产20,000吨电池用

磷酸铁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分别不低于3,814万元、5,152万元、6,629万元。 

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以其所取得的全部或部分对价为限对湖南雅城业绩承

诺进行补偿，业绩承诺补偿上限为28,255.68万元，占湖南雅城交易对价总额的比

例为53.11%。尽管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对各年度承诺业绩均以其所获得的股份对

价锁定予以担保，如果湖南雅城在未来商业环境出现极端变化导致其整体业绩出

现大幅亏损的状况，当触发业绩补偿条款时，可能出现业绩承诺方的补偿无法覆

盖所有损失的情况，进而对上市公司构成一定负面影响。若触发业绩补偿时，业

绩承诺方所持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给其他第三方，也会给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带来

不利影响。 

（二）江苏鹏创业绩承诺补偿的相关风险 

根据公司与江苏鹏创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承诺江苏鹏创 2016 年

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计不

低于 6,715 万元。 

尽管江苏鹏创的估值建立于各项评估假设基础上，各项评估假设也遵循了谨

慎性原则，但由于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对价低于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如果标的资

产在承诺期内无法实现业绩承诺，将可能出现交易对方处于锁定状态的股份数量

少于应补偿股份数量的情形；另外，如果交易对方出现以现金进行补偿的情况，

由于现金补偿的可执行性较股份补偿的可执行性低，有可能出现业绩承诺方业绩

补偿承诺出现违约的风险。 

虽然江苏鹏创的业绩前景良好，同时具备较好的业绩承诺履约保障，但是如

果在未来商业环境出现极端变化导致其整体业绩出现大幅亏损，同时江苏鹏创交

易对方的经济实力出现大幅削弱的状况，若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可能出现交易对

方无法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情况，进而对上市公司构成一定负面影响。此外，若

触发业绩补偿时，交易对方所持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给其他第三方，也会给业绩承

诺方业绩补偿带来不利影响。” 

八、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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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湖南雅城、江苏鹏创、上市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交流，查

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交易对方的业绩承

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的

湖南雅城2016至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3,817.01万元、9,100.47万元、3,935.35万元，完成比例分别为100.08%、176.64%、

59.37%，业绩承诺期内合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852.83万元，完成比例为108.07%，湖南雅城2016及2017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2018年度完成比例低于承诺净利润的85%，但承诺期初至2018年末累积实现净利

润高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当期应补偿金额为零；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关于湖南

雅城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9]20515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湖南雅城100.00%股东权益未发生

减值。因此，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无须额外进行补偿。 

江苏鹏创业绩承诺为2016年度至2019年度合并计算，2016至2018年度实际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182.57万元、1,328.43

万元、1,684.19万元，2016至2018年度已完成比例为62.47%，江苏鹏创交易对方

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触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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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公司2018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罗红雨             刘铮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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