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苏公 W[2020]E1427 号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克科技”）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雅克科技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雅克科技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

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

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实地观察、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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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要的程序，并对所取得的材料做出了必要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

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雅克科技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雅克科技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

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雅克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雅克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

料一起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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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雅克科技”、“本公司”或“公司”），编制了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下文中所有金额涉及的货币币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

民币）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1、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飞电子”）100%股权。 

2016 年，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李文等 5 名交易对象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华飞电子 100%股权。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华飞电子基

材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800 号），华飞电子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9,136.91 万元，经各

方协商，最终确定标的资产华飞电子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0,000 万元。本次交易

中，公司发行 11,187,605 股股份，每股作价 11.62 元，对价合计 13,000 万元，现金

支付 7,000 万元。 

2、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成都科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美特”）

90%股权。 

2018 年，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沈琦等 7 名交易对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科

美特 90%股权。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成都科

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7]472 号），科美特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47,363.71 万元，经各方协商，

最终确定标的资产科美特 9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32,300 万元。本次交易中，公司发

行 63,823,625 股股份，每股作价 20.729 元，对价合计 132,300 万元。 

3、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江苏先科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先



 

 

科”）84.825%股权。 

2018 年，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江苏华泰瑞联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华泰瑞联”）等 8 名交易对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江苏先科 84.825%股权。本次

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由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江苏先科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7]514 号），江苏先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

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24,899.89 万元，考虑到江苏先科在评估基准日

后存在增资事项，增资金额为 10,000 万元，经各方协商，最终确定标的资产江苏先

科 84.82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14,428.80 万元。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 55,202,273

股股份，每股作价 20.729 元，对价合计 114,428.80 万元。 

（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1、2016 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飞电子 100%股权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95 号）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李文等 5 名交易对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飞电子 100%股权，其中：向李文发行

8,055,077 股，向郑杰英发行 1,118,760 股，向敖洲发行 559,380 股，向徐子英发行

335,628 股，向湖州华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飞投资”）发

行 1,118,760 股，合计发行股份 11,187,605 股购买相关资产，发行价格为 11.62 元/股,

共计 13,000.00 万元, 现金支付 7,000.00 万元。 

2016 年 12 月 5 日，华飞电子就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已持有华飞

电子 100%股权。上述增资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出具了苏公 W[2016]B208 号验资报告。 

2、2018 年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科美特 90%股权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沈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55 号）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沈琦等 7 名

交易对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科美特 90%股权，其中：向沈琦发行 10,854,358 股，向

沈馥发行 10,854,358 股，向赖明贵发行 8,683,486 股，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灏坤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灏坤”）发行 4,824,159 股，向农银二号

无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农银二号”）发行 4,824,159 股，向农银

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曾用名“农银（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

银苏州”）发行 2,074,388 股，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产业基金”）发行 21,708,717 股，合计发行股份 63,823,625 股购买相关资产，发

行价格为 20.729 元/股，共计 132,300 万元。 

2018 年 4 月 23 日，科美特就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股

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已持有科美特

90%股权。上述增资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出具了苏公 W[2018]B050 号验资报告。 

3、2018 年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江苏先科 84.825%股权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沈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55 号）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华泰瑞联等 8

名交易对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江苏先科 84.825%股权，其中：向华泰瑞联发行

10,863,741 股，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毓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

波毓朗”）发行 9,875,581 股，向苏州曼睩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九

鼎投资”）发行 9,875,581 股，向农银苏州发行 7,411,204 股，向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农银无锡”）发行 4,940,803 股，向苏州夷飏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夷飏”）发行 2,470,401 股，向苏州新区创

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投资”）发行 4,940,803 股，向产业基金发

行 4,824,159 股，合计发行股份 55,202,273 股购买相关资产，发行价格为 20.729 元/

股，共计 114,428.80 万元。 

2018 年 4 月 20 日，江苏先科就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已持有江苏

先科 84.825%股权。上述增资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出具了苏公 W[2018]B050 号验资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际使用对照情况

见“附件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

投资总额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

的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六）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见“附件 2：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 前次募集资金中所购买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 权属变更情况 

1、华飞电子权属变更情况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李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95 号），核准公司向李文发行

8,055,077 股，向郑杰英发行 1,118,760 股，向敖洲发行 559,380 股，向徐子英发行

335,628 股，向华飞投资发行 1,118,76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16 年 12 月 5 日，华飞电子已经取得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华飞电子就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

关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双方已完成华飞电子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司已持有华飞电子 100%股权。 

2、科美特权属变更情况 

2018 年 4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沈

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55 号），核准公司向沈琦发行

10,854,358 股，向沈馥发行 10,854,358 股，向赖明贵发行 8,683,486 股，向宁波灏坤

发行 4,824,159 股，向农银二号发行 4,824,159 股，向农银苏州发行 2,074,388 股，向

产业基金发行 21,708,71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18 年 4 月 23 日，科美特已经取得彭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科美特

就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双方已完成科美特 9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

司已持有科美特 90%股权。 

3、江苏先科权属变更情况 

2018 年 4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沈

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55 号），核准公司向华泰瑞联发行

10,863,741 股，向宁波毓朗发行 9,875,581 股，向九鼎投资发行 9,875,581 股，向农银

苏州发行 7,411,204 股，向农银无锡发行 4,940,803 股，向苏州夷飏发行 2,470,401 股，

向创新投资发行 4,940,803 股，向产业基金发行 4,824,15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18 年 4 月 20 日，江苏先科已经取得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江苏先科就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本公

司名下，双方已完成江苏先科 84.825%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本公司已持有江苏先科 84.825%股权。 

（二） 购买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1、华飞电子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购买资产系股权资产，自合并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购买资产即华飞电子累

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42.45 万元，相应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7,342.45 万元。 

2、科美特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购买资产系股权资产，自合并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购买资产即科美特累计

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320.22 万元，相应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28,320.22 万元。 

3、江苏先科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购买资产系股权资产，自合并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购买资产即江苏先科累

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611.70 万元，相应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1,611.70 万元。 

（三） 购买资产的生产经营情况 

1、华飞电子生产经营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华飞电子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 

 2020年1-6月 

发生额 

2019-12-31 / 

 2019年度 

发生额 

2018-12-31/  

2018年度 

发生额 

2017-12-31/ 

 2017年度 

发生额 

2016-12-31/  

2016年12月 

发生额 

总资产 18,361.71 18,603.88 17,230.48 14,233.09 14,009.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14,729.58 13,253.39 11,203.30 9,088.98 7,450.42 

营业收入 8,265.81 14,113.99 14,541.37 12,125.36 805.42 

注：上表中 2020-6-30 /2020 年 1-6 月发生额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华飞电子实现的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科美特生产经营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科美特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 

 2020 年 1-6 月 

发生额 

2019-12-31 / 

 2019 年度 

发生额 

2018-12-31/  

2018 年 5-12 月 

发生额 

总资产 102,244.09 99,213.19 85,052.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48,600.23 80,620.84 67,008.42 

营业收入 19,612.33 44,280.58 28,900.56 

注：上表中 2020-6-30 /2020 年 1-6 月发生额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科美特实现的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3、江苏先科生产经营情况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江苏先科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 

 2020 年 1-6 月 

发生额 

2019-12-31 / 

 2019 年度 

发生额 

2018-12-31/  

2018 年 5-12 月 

发生额 

总资产 166,406.22 160,388.80 147,364.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155,340.55 147,124.98 140,315.90 

营业收入 35,258.39 50,626.78 23,834.43 

注：上表中 2020-6-30 /2020 年 1-6 月发生额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江苏先科实现的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 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年 1-6月 

公司各期合

并报表纳入

的华飞电子

的净利润 

 63.29   1,638.56   2,114.32   2,050.09   1,476.19  

 

项目 2018 年 5-12 月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公司各期合并报

表纳入的科美特

的净利润 

8,508.93 14,422.37 5,388.92 

公司各期合并报

表纳入的江苏先

科的净利润 

2,561.44 9,352.75 9,697.51 

注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华飞电子 2016 年 12 月的净利润 63.29 万元纳入公司

当期合并财务报表；  

注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科美特 2018 年 5-12 月的净利润 8,508.93 万元纳入公

司当期合并财务报表； 

注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江苏先科 2018 年 5-12 月的净利润 2,561.44 万元纳入

公司当期合并财务报表。 

注 4：上表中 2020 年 1-6 月数据均未经审计。 

（五） 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华飞电子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7]E1027 号、

苏公 W[2018]E1067 号、苏公 W[2019]E1117 号专项审核报告，华飞电子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期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 

实际数 承诺数 完成率(%) 

2016 年度 1,332.24 1,200.00 111.02 

2017 年度 1,833.99 1,700.00 107.88 

2018 年度 2,234.40 2,200.00 101.56 

合计 5,400.63 5,100.00 105.89 

 



 

 

2、科美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专字（2018）00980 号，以

及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更名为“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9]E1116 号、苏公

W[2020]E1235 号专项审核报告，科美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期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实际数 承诺数 完成率(%) 

2017 年度 11,843.36 10,000.00 118.43 

2017~2018 年度累计 24,702.17 21,600.00 114.36 

2017~2019 年度累计 40,981.96 36,000.00 113.84 

3、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江苏先科股权项目未设置业绩承诺。 

（六）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1、华飞电子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与李文、华飞投资、郑英杰、敖洲、徐子英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李文、

华飞投资、敖洲、徐子英为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承诺，经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华飞电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00 万元、1,700 万元、2,200 万元（均为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若华飞电子在承诺期内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

诺的净利润，补偿义务人应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期间，依照下述方法计算每期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或现金： 

2016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或者 2017 年、2018 年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

于承诺净利润，补偿义务人向公司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截止当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截止当年累积实现净利润）÷

补偿期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股份方式补偿金额÷11.62 元/股 

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上

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如补偿义务人违反约定的限售期安排，或者由于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强

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或者由于补偿义务人对公司股份进行

处分，而导致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则在上述

任何情况下，该补偿义务人应就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足额补偿。 



 

 

如发生股份补偿，对补偿股份对应的已分配的现金股利补偿义务人应当返还，

返还金额=截止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W[2017]A 058号、

苏公 W[2018]A157 号、苏公 W[2019]A236 号审计报告，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华飞电子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500.37 万元、1,877.30 万元

和 2,243.37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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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24

万元、1,833.99 万元和 2,234.40 万元，分别完成业绩承诺 1,200.00 万元、1700.00 万

元和 2,200.00 万元的 111.02%、107.88%和 101.56%。 

2、科美特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与沈琦、沈馥、赖明贵、宁波灏坤、农银二号、农银苏州、产业基金签订

了对科美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约定沈琦、沈馥、赖明贵为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承诺，经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科

美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净利润具体为 2017 年不低于 10,000 万元、2017 年

与2018年之和不低于21,600万元、2017年和2018年及2019年三年之和不低于36,000

万元。上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若科

美特在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补偿义务人应对本公司进行补

偿。 

业绩承诺期内，若科美特截至当年累积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年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赖明贵应补偿金额等于截至当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减截至当年

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减已补偿的金额。业绩承诺期内任一财务年度科美特完成的超过

当年业绩承诺部分的净利润可转至下一财务年度净利润合并计算。赖明贵优先以自

身名义开立并受公司监管的共管账户中的现金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自筹资金补足。 

此外，本次交易在 2018 年度内完成，沈琦、沈馥的业绩承诺除遵守盈利承诺外，

沈琦、沈馥业绩补偿还需顺延一年，即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四年净

利润之和不低于 53,610 万元。在承诺期内，如果科美特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

到承诺的净利润，除赖明贵依据上述条款应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外，公司有权要求

沈琦、沈馥合计应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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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已补偿金额。 

沈琦、沈馥就前述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年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



 

 

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沈琦、沈馥优先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若公司实施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沈琦、沈馥当年应

补偿股份数量相应地调整为：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当补偿股份

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的，因沈琦、沈馥应将当年已补偿股份所

获得的现金分配金额随补偿股份一并向公司予以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

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已补偿股份数量。 

沈琦、沈馥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沈琦、沈馥转让科美特股

权所获得的全部公司股份及因公司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而获得的股份（如有）。 

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由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不

晚于公司前一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1 个月内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

核意见。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补偿期间内各补偿义务人已支付的补偿金

额的，则沈琦、沈馥应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90%–业绩承诺期内赖明贵依据

前述补偿条款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额–业绩承诺期内沈琦、沈馥依据前述条款已补偿

金额。 

公司在利润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减值补偿应补偿股

份数量相应调整；公司在利润补偿期内实施现金股利分配的，则减值补偿应补偿股

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税后）应对公司作相应返还。 

沈琦、沈馥在本次交易项下承担利润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的累积补偿金额，

不超过其各自获得的交易对价（含沈琦、沈馥因股份对价获得的股票实施送股、转

增或股利分配而取得的股票，以及利润分配取得的现金股利（税后））。 

沈琦、沈馥之间对各自应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审字（2018）02088 号审计

报告，以及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更名

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9]A232 号和苏公

W[2020]A462 号审计报告，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科美特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1,913.54 万元、12,792.14 万元和 16,420.64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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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3.36 万元、12,858.81 万元和

16,279.79 万元，分别完成业绩承诺 10,000.00 万元、21,600.00 万元和 36,000.00 万元



 

 

的 118.43%、114.36%和 113.84%。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5 日 








