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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世纪瑞尔          证券代码：300150         公告编号:2020-027 

北北京京世世纪纪瑞瑞尔尔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发发行行股股份份购购买买资资产产暨暨关关联联交交易易限限售售股股份份上上市市流流通通  

的的提提示示性性公公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津市北海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北海”或“标的公司”）100.00%股权的部分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106,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45%；可

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6,666,1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93%；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6月5日（星期五）。 

一、公司股票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发行情况 

2017年8月17日，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

纪瑞尔”）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上

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520 号），公司经核准向张伟、王锋、朱陆虎、周小舟、深圳市安卓信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卓信”）、上海君丰银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君丰银泰”）、深圳市君丰华益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君丰华益”）、深圳市君丰创富信息技术中心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君丰创富”）（2017年9月15日更名为“五莲君丰创富信

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2018年10月8日更名为“深圳市君丰创富信息技术

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共计45,106,053股，新增股份

的上市时间为2018年10月23日。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540,000,000股增加

至585,106,05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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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股份发行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总股本为585,106,05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93,142,71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9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91,963,3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08%。 

二、本次申请解禁的限售股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限售承诺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承诺 

交易对方同意，其于本次交易取得的目标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

何方式转让。其后，按照以下约定解除限售： 

交易对方君丰银泰、君丰创富、周小舟、张伟、王锋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

标股份的解除限售安排：（1）标的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若标

的公司2017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的90%即3,600.00万元，则

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君丰银泰、君丰创富、周小舟、张伟、王锋通过本次交易

获得的目标股份的28%－截至当年年末应补偿的股份（若有）。若标的公司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3,600.00万元，则当期不解除限售，全部顺延至标的公

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再解除限售；（2）标的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

告出具后30日内，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君丰银泰、君丰创富、周小舟、张伟、

王锋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56%－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应补偿的股份（若

有）－已解除限售股份；（3）标的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

后30日内，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君丰银泰、君丰创富、周小舟、张伟、王锋通

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100%－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应补偿的股份（若有）－

累计已解除限售股份。 

君丰创富的所有合伙人承诺“本人/本单位作为直接持有君丰创富财产份额

的合伙人（含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及/或间接持有君丰创富财产份额的权

益人，（1）承诺在君丰创富承诺的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本人/本单位所持合伙

企业的财产份额；（2）君丰创富及其普通合伙人亦进一步承诺，在君丰创富承

诺的股份锁定期内，不会为合伙人办理财产份额转让手续；（3）本人/本单位如

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交易对方安卓信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解除限售安排：（1）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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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安卓信通过本次交

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40%－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应补偿的股份（若有）；（2）标的

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30日内，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安

卓信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100%－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应补偿的股份（若

有）－已解除限售股份。 

交易对方朱陆虎、君丰华益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解除限售安排：

（1）标的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若标的公司2017年度的实际净

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的90%即3,600.00万元，则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朱

陆虎、君丰华益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50%－截至当年年末应补偿的股

份（若有）。若标的公司2017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3,600.00万元，则当期不

解除限售，全部顺延至标的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再解除限售；（2）

标的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朱陆虎、君丰

华益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份的70%－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应补偿的股份（若

有）－已解除限售股份；（3）标的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

后30日内，可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朱陆虎、君丰华益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目标股

份的100%－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应补偿的股份（若有）－累计已解除限售股份。各

交易对方每年按上述安排分别计算其可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并以其各自在标的

公司的相对持股比例分别计算其应补偿的股份（若有）。 

交易对方并承诺，在2017年至2019年的期间（下称“业绩承诺期”）内，标

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交易对方所承诺的标的公司累

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5%即6,795.00万元，标的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以世纪瑞尔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经营活动产生

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低于6,795.00万元，则按照完成比例（即标的公司业绩承诺

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6,795.00万元）就前款约定的标的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交易对方可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

解除限售，未解除限售部分按如下约定进行解除限售：（1）若标的公司2017年

至2020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4,500.00万元，则未解除限售

目标股份在标的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全部解除限售；（2）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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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2017年至2020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低于4,500.00万元，则

未解除限售目标股份顺延至标的公司自2017年起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

净额达到6,795.00万元的当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再解除限售；若标的公司

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

15,100.00万元，则超出部分相应扣减交易对方承诺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经

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的考核金额。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8）京会兴鉴字第02000004       

号）、《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9）

京会兴鉴字第02000008号）以及《关于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20]京会兴核字第02000005号）2017年度、2018

年度以及2019年度北海通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691.68万元、4,681.30万元以及6,842.25万元，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15.10万元，占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100.76%。而根据《业绩补偿协议》，标的公司2017年、2018年度以及2019年度

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需分别为4000万元、5000

万元以及6100万元，合计15,100.00万元。因此，标的公司完成此前业绩承诺。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以及补偿实现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君丰银泰、君丰创富、

安卓信、朱陆虎、君丰华益、周小舟、张伟以及王锋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公

司2017年、2018年、2019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4,000.00万元、5,000.00万元、6,100.00万元。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2018年度、2019年度的任一

会计年度年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需就净利

润差额以股份的形式（下称“补偿股份”）向世纪瑞尔进行补偿；如交易对方所

持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则不足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的形式（下称“补偿现金”）

向世纪瑞尔进行补偿；其中，若标的公司2018年度年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但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90%，则交易对方无需进行补偿，

净利润差额部分顺延至2019年度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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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8）京会兴鉴字第02000004       

号）、《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9）

京会兴鉴字第02000008号）以及《关于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20]京会兴核字第02000005号）2017年度、2018

年度以及2019年度北海通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691.68万元、4,681.30万元以及6,842.25万元，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15.10万元，占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100.76%。交易对方完成业绩承诺，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北海通信在业绩承诺期

内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超出部分扣除标的公司法定盈

余公积金后的50%作为奖励（且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20%，含税），按交易

对方于本协议签订时在标的公司的相对持股比例分别奖励给各交易对方，超额利

润奖励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超额利润奖励金额（含税）＝（业绩承诺期内标的

公司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的法定盈余公积金）×50%，且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20%，

即不超过11,360.00万元。北海通信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5,215.10万元，超过承诺累积净利润115.10万元，扣除法定盈余

公积后，超额利润奖励金额为51.795万元。 

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2017年-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是-442,313.63元、12,002,596.43元、11,017,345.20元，业绩承诺期标的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为22,577,628.00元，标的公司未能实现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承诺，根据协议，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15,100.00万元，则超出部分相

应扣减交易对方承诺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

额的考核金额。交易标的2017-2019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5,215.10万元，超出承诺累计净利润115.10万元，故标的公司

2017-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净额考核调整至6,679.90万元。因此，

当期交易对方仅可解除应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的33.7994%，剩余股份需要根据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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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实现情况进行解除限售。 

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对方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常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未对

其进行违规担保。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是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

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106,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45%；可

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6,666,1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9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6月5日（星期五）；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的股东共8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非公开

发行股数

（股） 

持有非公

开发行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已解除限售股

份（股）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股）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上市

流通股数

（股） 

1 君丰银泰 19,852,064 3.39 10,342,290 9,509,774 3,214,237 3,214,237 

2 君丰创富 13,409,820 2.29 6,986,087 6,423,733 2,171,176 2,171,176 

3 周小舟 1,351,398 0.23 704,035 647,363 218,804 218,804 

4 张伟 1,301,196 0.22 677,881 623,315 210,676 210,676 

5 王锋 223,795 0.04 116,590 107,205 36,234 36,234 

6 君丰华益 3,134,657 0.54 2,041,319 1,093,338 369,540 369,540 

7 朱陆虎 3,733,852 0.64 2,431,521 1,302,331 440,178 0 

8 安卓信 2,099,271 0.36 781,180 1,318,091 445,505 445,505 

合计 45,106,053 7.71 24,080,903 21,025,150 7,106,350 6,666,172 

注1：“本次上市流通股数”指“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扣除质押、冻结、高管75%锁定等情形后的

股份； 

注2：股东朱陆虎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4,063,702股，因朱陆虎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所以其所持

股份锁定75%的高管锁定股，故本次解除限售后可上市流通股数为0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

流通股/非流
93,142,711 15.92% -6,666,172 86,476,539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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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91,963,342 84.08% 6,666,172 499,703,433 85.22% 

三、股份总数 585,106,053 100.00% 0 585,106,053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做出的限售承诺的行为；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4、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北北京京世世纪纪瑞瑞尔尔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      事事      会会  

二二〇〇二二〇〇年年六六月月三三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