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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标的公司 2015-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杨勇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678 号）核准，东

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龙文”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勤上股

份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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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要求，对广州龙文 2015-2018 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核查如下： 

一、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情况 

2016 年 1 月 15 日，上市公司与杨勇、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夏人寿”）、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利”）、

张晶、朱松、曾勇、深圳市创东方富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

富凯”）、北京龙舞九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龙啸天下”）、

北京龙啸天下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龙舞九霄”）等 9 名交

易对方及北京龙文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文环球”）签署了《标的

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1.业绩承诺及补偿承诺 

交易对方杨勇、华夏人寿、信中利、张晶、朱松、曾勇、深圳富凯、北京龙

啸天下、北京龙舞九霄及本次交易的其他补偿义务人龙文环球承诺：标的公司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计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广州龙文股东的净利润，加上 2015 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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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并扣除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同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

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所直接产生的损益）不低于人民币 5.638 亿元；若标的公司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计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广州龙文股东的净利润，加上 2015 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并扣除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同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

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所直接产生的损益）低于上述承诺金额的，则交易对方杨勇、

华夏人寿、信中利、张晶、朱松、曾勇、深圳富凯、北京龙啸天下、北京龙舞九

霄及本次交易的其他补偿义务人龙文环球应按承诺金额与实际净利润差额的 2

倍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2÷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 

各方同意，在补偿期届满时，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公司聘请

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承诺：若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

减值额＞补偿期内交易对方已补偿股份数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应向公司进行补

偿。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额为标的资产减值额扣除补偿期内

已补偿额。 

2.补偿上限及分配原则 

各方同意并确认，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按照协议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金

额合计以承诺业绩的 2 倍为限，即不超过 11.276 亿元。其中信中利、深圳富凯、

张晶按照协议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以本次交易各自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取得

上市公司的股票数量的 15%为限。 

各方同意并确认，交易对方按照其在标的资产中的相对持股比例承担补偿义

务。具体承担比例为杨勇承担 48.27%，华夏人寿承担 30%，信中利承担 8.40%，

张晶承担 5.00%，曾勇承担 3.15%，朱松承担 3.15%，深圳富凯承担 0.8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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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龙啸天下承担 0.61%，北京龙舞九霄承担 0.58%。如信中利、深圳富凯、张晶

本次交易各自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取得公司的股票数量的 15%全部用于向公司补

偿后，仍不足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按照协议约定应向公司进行补偿金额合计值的

14.24%（即信中利、深圳富凯、张晶合计持有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由龙文环

球承担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全部补偿义务的 14.24%与信中利、深圳富凯、张晶

已向公司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交易对方杨勇与龙文环球就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

互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二、标的公司的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出具的《东莞勤上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并支付现金用于购买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1409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银信评估采用

收益法和市场法对广州龙文 100%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明的预测数，广州龙

文 2018 年度预测实现的利润总额 22,242.38 万元，预计实现净利润 16,681.78 万

元，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81.78 万元。 

根据《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5-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

48540007 号），广州龙文 2018 年度收益预测实现 5,769.01 万元，未能达到预计

实现净利润 16,681.78 万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广州龙文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6]第 750574 号的《审计报告》，以及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会计师”）就广州龙文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出具的编号为瑞华核字[2017]48540010 号、瑞华核字[2018]48540010 号、瑞华核

字[2019]48540007 号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15-2018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

下： 

项目名称 实现值（万元） 

2015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8,6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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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2016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 6,642.46 

2017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 8,413.62 

2018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 5,769.01 

合计 29,451.45 

承诺业绩 56,380.00 

业绩完成率 52.24% 

三、注册会计师审核情况 

1．瑞华会计师出具的《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龙文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2015-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

核字【2019】48540007 号）认为：“勤上股份公司的《关于广州龙文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2015-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规定编

制。” 根据《关于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5-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广州龙文 2015-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合计 29,451.45 万元，相较

承诺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6,380 万元，减少 26,928.55 万元，完成率为 52.24%，未

完成上述业绩承诺。” 

2. 瑞华会计师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

华审字[2019]48540006 号），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如下：“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勤上股份公司商誉账面原值 199,531.47 万元，累计计提商誉减值 155,198.88

万元，净值 44,332.59 万元。该商誉账面原值系 2016 年购买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龙文公司”）100%股权而形成。截至财务报告报出

日，勤上股份公司管理层未能提供对产生商誉的资产组计算可收回金额评估所依

据的关键参数准确性和恰当性的充分适当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勤上股份公司

期末商誉减值计提的准确性，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商誉减值准备科目做出调

整。” “截至财务报告报出日，相关各方对补偿的具体金额等仍存在重大分歧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勤上股份公司管理层在 2018 年财务报表中未预计该等应

收的业绩补偿款。对此我们也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证据预计该等应收的业绩补偿

款，因此我们无法合理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勤上股份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相

关科目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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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出具的《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

产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48540006 号）认为：“除审

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勤上股份公司管理

层编制的减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规定和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龙文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龙文”)原股东签署的《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龙舞九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

龙啸天下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

市创东方富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杨勇、张晶、曾勇、朱松及北京龙文环球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编制,在其他方面反映了

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在 2018 年末减值测试的结论。” 

四、标的公司 2018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标的公司 2018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是：标的公司管理层通过强

化团队管理，增强激励机制，加强市场开拓，提高课时单价等措施，营收规模前

期保持了扩张态势。但 2018 年受四部委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影响，

龙文大面积校点面临整顿甚至可能被强制关停，对 2018 年下半年的营收增长产

生较大影响；各教育机构竞争激烈化，包括对优质教师的引进、生源的拓展及优

质校点的选取，相应的费用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益实现。 

五、针对业绩承诺相关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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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

偿义务人承诺广州龙文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计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净利润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广州龙文股东的净利润，加上 2015 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并扣除勤上光电于本次发行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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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所直接产生的损益）不低于人民币

5.638 亿元。 

上述业绩承诺是交易对方基于广州龙文未来发展前景所作的预测，参与标的

公司管理的交易对方将勤勉经营，以确保业绩承诺的实现。但由于宏观经济环境

的变化、行业景气度的波动、市场竞争加剧等原因可能出现业绩无法达到预期的

风险。尽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盈利补偿方案可以较大

程度地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降低收购风险，但如果未来广州龙文在

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出现经营未达预期的情况，则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业

绩和盈利能力。” 

六、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及审核结果，标的公司未达到业绩承诺指标，按

照《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业绩补偿义务人应按净利润承诺金额

与实际净利润差额的 2 倍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2÷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56,380.00-29,451.45）ⅹ

2/5.67=53,857.10/5.67= 9,498.6067 万股 

按照《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若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

交易对方已补偿股份数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

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应向上市公司追加进行资产减值补

偿。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额为标的资产减值额扣除补偿期内

已补偿额。交易对方及龙文环球按照协议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金额合计以承

诺业绩的 2 倍为限，即不超过 11.276 亿元。瑞华会计师《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9]48540006 号）对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

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8 年末减值测试报告》发表了保留意

见，截至财务报告报出日，相关各方对补偿的具体金额等仍存在重大分歧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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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查阅了上市公司相关公告，交易对方杨勇作为业绩承诺人，其股份

存在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的情况，存在无法履行或无法完全履行《标的资产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中业绩承诺的约定的风险。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通过与广州龙文、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会计

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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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龙文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计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净利润指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广州龙文股东的净利润，加上 2015 年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并扣除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同时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所直接产生的损益），未达到杨勇、

华夏人寿、信中利、张晶、朱松、曾勇、深圳富凯、北京龙啸天下、北京龙舞九

霄及本次交易的其他补偿义务人龙文环球承诺的经营业绩指标。 

七、致歉声明 

针对勤上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5-2018年度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情

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深表遗憾，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本独立财

务顾问及主办人将督促上市公司及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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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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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标的公司 2015-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之签

字盖章页）  

 

 

 

 

 

主办人： 

                                                              

                   韩  杨                       蓝海荣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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