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信达证券”）作

为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

司”）2016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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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对彭海帆、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

总”）做出的关于汉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柏科技”）2018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重大事项提示 

结合上市公司经营情况以及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准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及汉柏科技的审计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特提示以

下风险： 

（一）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违约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与彭海帆、工大高总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所约定的补偿安排，中准事务所出具的《汉柏科技有限

公司 2016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准专字[2017]1015 号）、《汉

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准专字

[2018]2168 号）和《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中准专字[2019]2189 号），上市公司出具的《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彭海帆

需以其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认购的 103,068,783 股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

部分需补偿现金），工大高总需要通过持有汉柏科技股份认购的 33,057,742 股股

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彭海帆、工大高总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处于质押或轮

候冻结状态，且彭海帆和工大高总涉及较多诉讼，均已补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

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的履行事宜存在重大违约风险。 

（二）汉柏科技存在 2018 年度财务数据无法确认的风险 

中准事务所出具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

核报告》对汉柏科技 2018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审核

结论为：“由于中准审字[2019]2187 号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导致我们对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是否在

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相关承诺及规定编制无法发表意见。”根据汉柏科技 2018

年审计报告（中准审字[2019]2187 号），无法表示意见主要基于：  

“1、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汉柏科技因资金紧张，银行借款、企业间借款等均出现逾期情况；因债务逾

期及违规担保涉及大量诉讼及仲裁事项，企业信用丧失；目前大部分银行账户及

重要资产被司法冻结；核心技术员工大量流失；生产经营停滞；因无法提供后续

服务，下游客户大规模退货，已经定制的大量产品积压在供货商处形成滞销产生

较大金额跌价，被迫放弃传统业务。上述事项的存在导致汉柏科技持续经营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汉柏科技管理层已经提出改善经营及财务状况的措施，但其后续

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影响。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对汉柏科技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合理发表意

见。 

2、内部控制失效 

我们在了解与汉柏科技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



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时，发现内部控制失效。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抽样为基

础，在内部控制失效的情况下，通过执行抽样程序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提供基础。” 

基于上述情况，汉柏科技存在 2018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无法真实反映其经

营情况的风险。 

二、盈利预测补偿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彭海帆、工大高总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内容，彭海帆和工大高总承诺汉柏科技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23,100 万元、27,800 万元和 33,100 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

承诺的净利润，彭海帆应就未达到预测净利润部分的 92%、工大高总应就未达到

预测净利润部分的 8%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彭海帆拥有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应自筹现金补偿。 

三、盈利预测补偿主要条款 

（一）业绩承诺 

彭海帆和工大高总承诺，汉柏科技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现

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 23,100 万

元、27,800 万元和 33,100 万元。 

若汉柏科技实际净利润数在补偿期间内未达到预测净利润数，彭海帆应就

未达到预测净利润部分的 92%、工大高总应就未达到预测净利润部分的 8%对上

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彭海帆拥有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自筹现金补偿，工大

高总不参与现金补偿。 

（二）利润补偿的实施 

1、汉柏科技实际净利润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未达到预测净利润的，上市公司

将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彭海帆、工大高总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

依法予以注销。 



2、彭海帆、工大高总应补偿股份数量及补偿现金的计算 

2.1 彭海帆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应补偿现金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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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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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2.2 工大高总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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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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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2.3 计算上述补偿的股份数量时： 

前述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为 250,000万元，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6.05元/

股；彭海帆和工大高总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其认购股份的总量。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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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减值测试 

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补偿方将另行补偿股份。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的，

彭海帆应以现金补偿方式补足。 

3.1 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

数，则彭海帆和工大高总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



额/每股发行价格×A－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注：计算彭海帆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时，A=92%；计算工大高总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时，A=8%） 

3.2 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彭海帆应以现金补偿方式补足。

另需补偿的现金为： 

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彭海帆和工大高总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按前述第 2

条约定进行补偿）×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彭海帆补偿期

限内已补偿的现金金额（按第 2.1 条约定进行补偿）－彭海帆和工大高总已补偿

的股份数量（按第 3.1 条约定进行补偿）×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 

4、上市公司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计算

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并由董事会召集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等有关事宜。 

5、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上市公司于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彭海帆和工大高总，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

币 1.00 元的价格向彭海帆、工大高总回购相应数量的股份，并予以注销，在公

司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注销的事宜。 

6、如彭海帆依据本协议约定尚需进行现金补偿，公司应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彭海帆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的方案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

书面通知彭海帆，彭海帆将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将应补

偿的现金一次性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注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及业绩补偿情况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根据中准事务所出具的中准专字[2017]1015 号《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汉柏科技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

为 28,199.03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6,793.59 万元，较原承

诺业绩的 23,100 万元超出 3,693.59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5.99%。 



2、根据中准事务所出具的中准专字[2018]2168 号《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汉柏科技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为 34,763.71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308.90 万元，业绩

承诺完成率为 123.41%；根据中准事务所出具的中准专字[2019]2189 号《汉柏科

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的相关说明（详见上

市公司公告编号 2018-112 相关内容），因会计差错更正对汉柏科技 2017 年度的

净利润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汉柏科技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32,874.39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419.57 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 27,800 万

元超出 4,619.57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6.62%。 

3、根据中准事务所出具的中准专字[2019]2189 号《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准事务所对汉柏科技 2018 年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审核结论为：“由于中准审字[2019]2187 号

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导致我们对哈

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相关承诺及规定

编制无法发表意见。” 根据汉柏科技 2018年审计报告（中准审字[2019]2187号），

无法表示意见主要基于： 

“（1）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汉柏科技因资金紧张，银行借款、企业间借款等均出现逾期情况；因债务逾

期及违规担保涉及大量诉讼及仲裁事项，企业信用丧失；目前大部分银行账户及

重要资产被司法冻结；核心技术员工大量流失；生产经营停滞；因无法提供后续

服务，下游客户大规模退货，已经定制的大量产品积压在供货商处形成滞销产生

较大金额跌价，被迫放弃传统业务。上述事项的存在导致汉柏科技持续经营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汉柏科技管理层已经提出改善经营及财务状况的措施，但其后续

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影响。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对汉柏科技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合理发表意

见。 

（2）内部控制失效 



我们在了解与汉柏科技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

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时，发现内部控制失效。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抽样为基

础，在内部控制失效的情况下，通过执行抽样程序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提供基础。” 

基于上述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汉柏科技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为-237,684.71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28,205.59 万元。 

2016 年度-2018 年度，汉柏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承诺利润的

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期间 

累计承诺的扣除

非经常损益后净

利润 

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差异数（实现

数-承诺数） 

备注 

2016 年度 23,100 26,793.59 3,693.59   

2016 年度-2017 年

度合计 
50,900 59,213.16  8,313.16  

2017 年已按调整后

实际净利润测算 

2016 年度-2018 年

度合计 
84,000 -168,992.43 -252,992.43  

 

（二）应补偿的股份计算 

根据中准事务所出具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中准专字[2017]1015 号），汉柏科技 2016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6,793.59 万元；根据中准事务所出

具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准专字

[2018]2168 号）及无法表示意见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

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准专字[2019]2189 号），汉柏科技调整后 2017 年、2018

年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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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2,419.57 万

元和-228,205.59 万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 

彭海帆当期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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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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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累积已补偿金额 



工大高总当期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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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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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累积已补偿金额 

根据前述汉柏科技 2016 年-2018 年实现的业绩计算，彭海帆需以其通过重大

资产重组认购的 103,068,783 股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需补偿现金），

工大高总需要通过持有汉柏科技股份认购的 33,057,742 股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五、信达证券对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虽然中准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汉

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准专字

[2019]2189 号），但是汉柏科技 2018 年度出现巨额亏损，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彭海帆、工大高总需要按照约定

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彭海帆拥有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自筹现金补偿。 

2018 年度，汉柏科技因资金紧张、债务逾期，涉及多笔诉讼和仲裁、多个

账户被冻结，员工流失等负面因素叠加，导致经营严重受限。因不能切实保障传

统业务的售后服务，部分客户要求退货并拒绝支付销售货款，汉柏科技计提了大

额的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上述原因，汉柏科科技 2018 年度的净利润大幅度下降

且为负值，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深感遗憾并向广大投资

者诚恳致歉。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上市

公司于《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

并由董事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等有关事宜，上市公司于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彭海帆和工大高总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本

独立财务顾问将在上市公司 2018 年年报公告后继续督导上市公司及业绩承诺方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相关承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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